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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群 众 着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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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今年 4 月份评选活动开始以
来，得到了广大群众和患者的大力支持
和积极参与，当志愿者把一张张选票送
到门诊、病房的患者及其家属手中时，大
家都会再三斟酌、认真填写，为自己满意
的医生、护士投下神圣的一票。在外科
病房，有一位患者因为换药而错过了填
写选票，就在家人的搀扶下数次到护士
站打听何时再来发选票，直到志愿者再
次把选票送到他的床前，他亲笔填好为
止；有一位 70多岁的老大爷看完病回家
后，忽然想起忘记为自己满意的医生投
票，竟然叫上自己的家人再次坐出租车
来到医院，戴上老花镜，认真地填写选
票；门诊的一位六岁小男孩在妈妈的带
领下，也在投票箱里投下了他人生中第
一张选票，投完之后还兴奋地喊着：“每
次我咳嗽都是赵坤奶奶帮我治好的，我
要投赵奶奶一票！”生殖医学科的一位患
者怀着六个月的身孕在丈夫的陪同下冒
雨找到志愿者，主动索要选票，在填写选
票时，她眼含热泪地说：“是卫爱武大夫
让我成为了骄傲的母亲，她是我们家的
恩人，我要代表全家人给她投票。”如此
感人的场面，在评选活动期间，几乎每天
都在发生……

正是这样一个活动的举办，让每天
都紧张忙碌的医院瞬间充满了温情，让
互信互爱的暖流在每一名医生和患者
之间默默流淌，它湿润了大家的眼睛、
温暖了大家的心。

经过群众推选候选人，网络、微信、
现场投票，电话回访、核算工作量等环
节评分，最终评选出了“患者最满意的
医生”42名、“患者最满意的护士”35名，
他们中有把“为了一切病人、为了病人
的一切”作为行医信条的王新志教授，
有视病人为亲人、被病人亲切地称为

“送子天使”的卫爱武教授，有愿做患者
健康守护人的青年医师李瑞红，有践行

南丁格尔精神真诚服务患者的护士长
施华……

正是因为这些默默无闻奋战在临
床一线的医务人员把解除病人的疾苦
作为重要责任，把满足群众的需求作为
第一选择，任劳任怨、无私奉献，认真做
好每个细节，用真挚的爱给予患者温
暖，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才真正维护
了卫生行业的良好形象，赢得了群众的
信任与喜爱。

当被问及获奖感受时，该院生殖医
学科主任卫爱武教授谦虚地说：“每天
当我穿上工作衣开始一天工作的时候，
总在提醒自己，要时刻牢记把病人当亲
人，也许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张亲切的
笑脸、一句嘘寒问暖的话语，就可以温
暖打动他们，让他们拥有战胜病痛的决
心，我只是做了一名医生应该做的事，
病人却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将不负
众望、继续前行！”

“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
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
可信也。”患者心中最满意的医生、护士
也许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工
作，做着他们认为份内的事：或许是在
查房中轻轻地为病人盖好被子、在手术
室为急诊患者连夜加班手术、用自已的
工资为家境贫困的病人垫付医药费、在
下班途中当机立断地为突然昏倒的陌
生老人做心肺复苏抢救、在急需输血的
病人床前毫不犹豫地挽起了袖子：“我
的血型和他一样，先抽我的吧”……正
是这些看似平凡的点滴付出，却折射出
大爱的光芒，正所谓“大医精诚，大爱无
言”！正是这光芒碰触了患者内心深处
最柔软的地方，架起了医患之间爱的桥
梁，从而使病人给了医护人员至高无上
的荣誉，那就是病人的满意与认可，因
为群众满意就是对医务工作者最好的
褒奖！

群众满意是对医务工作者最好的褒奖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请患者选出心中最满意的医生、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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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是河南省
规模最大、建院最早的一所集医疗、教学、
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省级综合
性中医医院。是全国三级甲等中医院、国
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国家中医药国际合
作交流基地，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医院始建于 1953年，前身为河南省人
民政府军政机关中医诊所；后与开封市第
一中西联合医院合并成立河南省中医院；
1956年随河南省政府机关迁入郑州市现院
址；1959年归属河南中医学院，更名为河南
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设置病床 200张，临床
各科初具规模；1988年起正式启用“河南中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名。

医院占地 4.4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3.94万平方米。开设临床科室 41个、病区
44个、医技科室 12个；开放诊室 119个，日
门、急诊量 6000多人次；开放床位 1700张，
年收治住院病人 4.56万人次；设有河南省
中医内科会诊中心和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儿
科会诊中心等。拥有卫生部国家临床重点
专科（中医）7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
科 9个、重点专科 14个；河南省一级重点学
科 4个，河南省二级重点学科 7个，河南省

中医管理局重点专科 12 个。医院作为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一批“治未病”预防保健
服务试点单位，建立了全方位的中医体质
辨识、健康管理服务体系，开展有穴位贴
敷、针灸、推拿等中医传统疗法。

成立伊始医院就拥有一批国内著名的
中医药学专家，如李雅言、郑颉云、翟景南，
中医内科专家刘彦同、吕承全、袁子震，中
医外科专家徐世林、司万清，中药专家张永
瑞等，为中医药学术传承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目前拥有专业技术人员 1900多人，其
中“国医大师”1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7人，全国名老中医 20人，河南省优秀专家
11人。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结构合理
的高素质、临床研究型、创新型中医药人才
队伍。

2003年以来，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第一临床医学院与护理学院实行教
学、医疗相结合的院系合一、三位一体的管
理模式。设有中西医临床医学、护理学、康
复治疗学、医学检验技术等专业；设有中医
内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外科学等 13个
学科；拥有中医内科、中医外科等 10个硕
士授权点。承担专科、本科、研究生等不同

层次、不同专业的教学任务，是河南中医学
院的重要教学基地。

医院以构建临床研究型医院为目标，
先后成为全国中药制剂与剂型改革基地、
国家药物临床研究机构和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目前拥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级科研
实验室 4个，二级实验室 2个；河南省重点
实验室 1个；科研设备总值超过 4000万元；
近五年，该院共承担国家级课题 45项，承
担省部级科研课题 83项，地厅级课题 157
项；在国内期刊上发表论文 2975 篇，其中
核心期刊约 884篇，SCI收录 34篇，出版专
著 193部。

医院于 2008年 12月被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确定为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单
位，艾滋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为基地重点
研究病种。按照规划必将使医院在创新特
色鲜明的中医诊疗模式、解决重大疑难疾
病、提升现代诊疗设备水平等临床服务能
力方面，在临床科研设计、实施与评价、中
医经验继承创新、传统中药的研究与开发
等科研方面，以及在中医药临床、科研、教
学、管理的数字化、信息化、现代化建设等
方面迈入全国先进行列。

思 想 是 行 动 的 先 导 。“ 医 者 德 为
先”。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医德医风建
设，进一步改善工作作风，不断提高服务
质量，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是能否构建
和谐医患环境的关键，也是医院思想政
治工作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党委清
醒地认识到：要管理好一个医院，单靠行
政命令很难达到预期效果，还必须建立
一个良好的院风，而建立良好院风的关
键就是要加强党员职工的思想教育，促
使广大医务人员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一言
一行都代表着医院的形象、都关系到患
者的安危。医务人员要把这种道德责任
转化成信念，自觉执行各项规章制度，时
时处处以患者利益为重，积极主动地做
好本职工作,保证医院各项工作顺利开
展。

该院党委结合卫生行业特点，深入
开展宗旨意识、职业道德和纪律法制教
育，积极开展“三好一满意”活动，引导广
大医务人员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他们
积极组织全院职工加强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及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神学习，认真梳理党政思想宣传工作的
思路，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医院思想
政治工作机制建设的通知》等制度，加强
对各党总支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做好
全院党员思想宣传教育工作，并号召全
院党员干部要从转变工作作风入手，牢
固树立正确的群众观，主动亲近群众、密
切联系群众，掌握职工基本情况，了解职
工思想动态，经常与职工交流，及时为职
工释疑解惑，及时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上
的困难，为职工一心一意为患者做好医
疗服务解决了后顾之忧。

为充分发挥各党总支、党支部在推
进医院稳定发展、医德医风建设中的战
斗 堡 垒 作 用 ，增 强 基 层 党 组 织 的 创 造
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该院党委制定了

《党总支学习制度》、《密切联系群众制
度》、《民情民意联络服务制度》、《党总
支书记和支部书记、科室主任联席会议
制度》等相关制度，从关怀服务入手，关
注职工的工作、学习、生活，关心职工诉
求，运用启发、教育、引导、督促等方式，
把职工的思想和行动引导到推动医院
健康发展的方向上来，引导到树立高尚

的医德医风、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
上来。与此同时，该院党委还为全院党
总支、党支部购买了《之江新语》、《马克
思主义十讲》、《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

《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学习读本》等书
籍，督促全院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的知
识，加强医院学习型党组织建设，邀请
医院党委书记及相关专家给党员职工
上党课、讲形势，让职工们写心得、谈体
会，并在全院范围组织了“学党章、学焦
裕禄精神、践行群众路线”知识竞赛活
动，组织医院党员认真学习有关知识，
广泛参加答题活动，最终实现活动覆盖
率达 96%。

该院的政治思想教育始终坚持正面
教育为主，坚持树立先进典型，加大对
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敬业奉献先进典
型的宣传。2014 年 7 月 29 日早上，该院
手术室护士李妍下夜班时路遇老人突
发昏倒，心跳停止，李妍没有犹豫，迅速
拨打 120，并立即对老人进行心肺复苏
抢救，为 120 急救、心跳恢复争取了宝贵
时间。李妍救人危难之举，赢得了在场
群 众 的 好 评 及 患 者 家 属 由 衷 的 感 谢 。

该院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闪光的瞬间，
积极联系新闻媒体在《大河报》、《河南
商报》、新浪网等进行了专题报道，在医
院网站刊发了她的感人事迹，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为了表彰先进，弘
扬正气，经医院党委研究，对李妍进行
全院通报表彰，号召全体职工开展向李
妍学习活动，并于 8 月份在全院范围内
集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向先进看齐、
向榜样学习”活动，以身边人教育身边
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通过在实际工
作中把坚持培养高尚的职业道德与提
高业务水平放在同样的位置来抓、建立
以医德医风、服务质量、社会评价等为
主要内容的绩效考核体系、不断开展有
针对性的思想教育等多种新式，促进了
该院服务行为的规范和良好行业风气
的形成，更使该院广大医务工作者进一
步领会了以“病人为中心”的深刻内涵，
增强了为群众健康服务的自觉性和主
动性，真正为群众少花钱、看好病尽心
竭力，使群众切身感受到“三好一满意”
活动带来的实惠，为构建互信、互爱的
和谐医患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常言说“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
“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医院作为
社会公益性机构，医疗水平究竟高不高，
服务质量到底好不好，群众说了算。作
为一所建院 60余年的中医医院，如何在
激烈的医疗市场竞争和为民服务中赢得
民心占据一席之地，如何在发展中凸显
特色、提供优质服务，切实推动医院医疗
技术水平不断上新的台阶，始终是该院
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今年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中，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党委清醒的认识到，作为公立医院要想
赢得发展空间、提升综合实力，既要依赖
于医院高效的管理和诊疗技术的不断提
升，更要依赖于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没
有群众支持，就没有发展的基础。为了
切实推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向
真、向实发展，同时把“三好一满意”活动
推向深入，院党委提出了“建职工满意的
领导班子”、“建病人满意的医院”的工作
重点和目标，尤其把建设“病人满意的医

院”作为活动的着力点，决定在群众中开
展“患者最满意的医生、护士”评选活动，
从百姓视角和真实感受评选最优秀的医
生护士。

医院党委对这次评选活动非常重
视，院党委书记郭新民多次强调整个评
选要始终以“群众满意”作为标准，把对
医护人员服务质量的评价权交给群众，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真正把在
临床一线工作中具有代表性的先进人物
推选出来，从而推动医院转变工作作风
和服务理念，实现医疗质量与医疗服务
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为此，在评选活动开始之前医院就
制订了详细的评选办法及实施方案，明
确了评选的条件和程序。为了确保评选
活动有条不紊地开展，医院还专门成立
了活动领导小组，由医院党委副书记、工
会主席任正、副组长，小组成员包括党院
办、宣传统战部、组织人事部、纪委、医务
部、护理部、质评办等多个职能部门负责
人。评选活动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普选候选人阶段
在此阶段中，为确保评选活动遵循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医院将活动实
施委托给第三方具体操作运行，从在校
大学生中招募优秀志愿者 80多人，经过
严格的岗前培训后，由志愿者们携带评
选选票深入医院的病房、门诊各区域，逐
楼逐层地把选票发放到患者手中，并完
成一对一地填写和收回。据统计，在普
选的一周时间内，志愿者共发放和收回
选 票 4165 张 ，其 中 住 院 1152 张 ，门 诊

3013 张。经志愿者认真统计核对医生、
护士得票数，按照评选办法最终产生高
年资医师候选人 56人，青年医师候选人
38人，护士候选人 67人。

第二阶段 群众投票阶段
此阶段按照评选方案对入围的医

生、护士人员进行公示，利用医院网站、
微信平台、现场投票等方式接受社会各
界群众第二次投票。其中在门诊、病房
一楼大厅设置的现场投票箱共收回选票
3646 张。另外，为充分了解患者对候选
青年医师、护士的评价满意度，医院设置
了病历回访环节，由志愿者对候选医生
管床的出院患者进行电话回访（每人 15
份），咨询患者对管床医生、责任护士的
满意度等问题，并根据患者对医生、护士
的评价进行打分。病历回访的成绩，作
为青年医生和护士在评选阶段的重要参
考资料之一。

第三阶段 最终评选阶段
评选活动领导小组严谨统计、核算、

汇总、公示人员的各种得票数，根据医院
之前制定的评选办法进行认真核算。

该院院长朱明军在督导评选工作时
提出：整个评选活动要广泛听取群众的
意见，这是医院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中，做好“三好一满意”的重
要工作内容。评选活动要把提升医疗服
务水平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紧密结合起
来，通过让患者来评价医生、护士的形
式，不断促进医院医护人员的服务意识
和水平，不断深化“以病人为中心”的服
务理念。

医
院
概
况

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引领全院职工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为做好
“三好一满意”活动奠定良好基础

谁是群众的贴心人，患者自己来评价

群众踊跃参与，选出自己心中最
满意的医生、护士

1

2

3

在“患者最满意的医生、护士”评选活动中，志愿者正在搜集患者意见

患者最满意的医生
袁海波 崔公让 丁 樱 史 纪 郑启仲 王文忠 赵文霞 王新志
张怀亮 郭淑云 吕宏生 赵 坤 周庆伟 李素领 黄 甡 卫爱武
张照兰 宋桂华 翟文生 朱翠玲 杨国红 赵俐黎 李慧英 张晓丹
王丽娜 丁永利 夏长军 宋晓磊 陈 利 崔 勇 屈海涛 乔卫平
孙彦琴 李瑞红 邢 栋 高 山 任红杰 江利敏 王元元 李先行
陈 星 张俊红

患者最满意的护士
鲍颂扬 杨晶晶 李晓艳 王 静 李 磊 杜姗姗 陈玉萍 史红云
刘艳萍 张 升 施 华 李春芝 曹艳艳 刘慧敏 刘 茹 符晓红
王艳红 张 琦 罗一丁 王艳丽 王洁琼 赵 芳 崔晓宁 范静华
王德贞 陈 燕 李维佳 刘栓锋 王淑玲 李 艳 张丽君 何文华
李云艳 杨惠敏 汪 燕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首届“患者最满意的医生、护士”名单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患者最满意的医生”合影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患者最满意的护士”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