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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锻造学科 开创多项先进技术

人才，是医院发展的第一要素。
作为一所资本雄厚的新建医院，颐和医

院创办伊始，就把引进人才、用好人才放在了
最重要的位置。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赵志刚说，
在颐和医院，只要是人才，马上给您找适合您
展示才华的位置、配团队、配设备；只要付出，
就有优厚的报酬；更重要的一点，这里推行多
学科的融合，联合攻关、科学诊治，为人才搭
建了广阔的平台。

“我们每天从早上 7 点多钟忙到晚上 10
点多钟，比以前累得多，但大家干得很投入。”
在这里工作的泌尿外科主任李启忠说，借助
颐和医院这个良好的平台，仿佛又找回了自
己的职业梦想。

原省神经外科学会副主委、著名神经外
科专家、教授，郑州颐和医院业务副院长张永
福发自内心地说：“到颐和医院不为别的，就
为实现自己的‘二次创业’梦，那就是再创建
一个神经外科，培养更多的年轻医生。”

医院优美的工作环境、灵活多样的用人
机制，院领导求贤如渴、四处奔波的感召，吸
引了一大批学术造诣深、临床经验丰富的知
名专家、教授前来“二次创业”，众多青年才俊
纷纷前来施展抱负。

我国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北京宣武医院

神经外科主任凌锋，从北京来了，他麾下的
“大将”也轮流到颐和全职工作；

国家内分泌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河南
省卫生科技领军人才、在糖尿病诊治领域造
诣颇深的赵志刚教授来了；

医院普外科带头人，担任中华医学会中
南六省普外专业委员会副主委、河南省普外
专业委员会副主委等职务；

医院妇产科学科带头人，是一位知识渊
博，技术娴熟，临床经验丰富的知名专家；

医院口腔科带头人，是河南省医学会口
腔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学术技术
带头人；

医院肿瘤内科带头人，担任河南省化疗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医院放疗科主任、带头人，现任河南省食
管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医院心内科主任，现为河南省心脏起搏
电生理委员会常委，河南省心血管介入质控
委员会委员；

医院骨科带头人，是著名的脊柱、关节领
域的权威专家，技术高超，经验丰富；

医院超声科带头人，现任河南省超声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超生界知识面广、技
术全面、经验丰富的专家；

医院影像科带头人，是河南省影像技术

学会副主委，河南省放射医师协会副会长，原
河南省肿瘤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委。

如今，在颐和医院的人才队伍中，有 40多
名在省内医疗界拥有崇高声誉、在国内同行
业中具有较高影响力的专家，全院 1100多名
职工中，硕士、博士以上学历、副高以上职称
257名，其中担任国家级及省级各专业学会主
委、副主委或常委的专家 21名。

高起点布局、高起点发展，仅仅开业一年
半，颐和医院就已经形成内分泌代谢科（糖尿
病中心）、心脏及大血管内外科、神经内外科、
肿瘤内科、肿瘤放疗、泌尿外科、普外科（微创
中心）、骨科、口腔科、妇产科等多个优势专
业，拥有众多省内领军人才作为学科带头人，
部分专业达到省内领先，并在国内拥有了一
定影响。

医院与北京宣武医院合作建立的郑州颐
和·北京宣武河南神经外科中心，辐射中原，
患者来自全国各地。

医院神经外科设有颅底神经外科、血管
病神经外科、介入神经外科、功能神经外科、
脊柱脊髓神经外科及小儿神经外科，是目前
全省分设亚专业最全的神经外科。颅底神经
科开展不剃头、体表无切口内镜下颅底病变
切除，经单鼻孔、脑脊液鼻漏修补术及颅底疾
病显微手术治疗；血管病神经外科开展显微

微创颈动脉内膜剥脱、颅内外血管搭桥及支
架置入术、动脉瘤及静动脉畸形手术或介入
栓塞治疗；功能神经外科开展癫痫个体化手
术治疗、帕金森脑起搏器植入治疗、三叉神经
痛、面肌痉挛等微血管减压术、痉挛性斜颈、
脑瘫、戒毒、精神障碍、舞蹈病等外科治疗；脊
柱脊髓神经外科开展环枕畸形、颈椎病、椎间
盘突出、椎管狭窄、椎管内肿瘤等显微微创及
内镜手术；小儿神经外科开展小儿创伤、肿
瘤、先天畸形的治疗。

医院妇产科打造围保中心、月子中心、婴
儿游泳馆等，成为省会医院配套服务最全、环
境最优的妇产诊疗保健中心。

借 助 国 家 鼓 励 医 师 多 点 执 业 的 政 策 ，
2014年，颐和医院设立“颐和名医堂”，引进多
名拥有崇高声望的国管、省管专家坐诊，开展
疑难病会诊、远程会诊，让患者“一站式”享受
到国内优质的医疗服务。

以病人为中心，走多学科融合发展的模
式，做别人没有做的，做别人不愿意做的，做
别人做不到的，颐和医院开辟了一条快速的
发展道路。

如今的颐和医院，不论是硬件环境，还是
专家团队，已达到了三级医院的水平，而收费
是市级医院的标准，于是，来自省内外的各地
患者纷纷慕名而来。

●● ●● ●●

健康所系，生命相托。郑州颐和医院始终坚持“为病人、为医生、为学术”的核心理念，凭借精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人性化的

服务、公立医院的担当，努力打造以健康管理及康复为一体的医、教、研、养、康五位一体集群发展的郑州颐和医学园区，即一个园区

三个院：郑州颐和健康管理研究院、郑州颐和医院、郑州颐和康复医院，并向省内一流、国内先进的方向大步迈进。

挺 立 医 改 潮 头 争 创 省 内 一 流
——来自郑州颐和医院的发展报告

服务，一直被颐和医院视为发展的最高宗旨。
“医疗为人民服务，不是挂在口上，而是要以人为本，给患

者提供优质的服务，给患者切切实实的便利和实惠。”对于服
务，医院 2014年度工作总结中有这样一段阐述。

走进颐和医院的门诊大厅，轻盈的音乐宛转悠扬，导医的
护士礼貌热情，整洁的电瓶车随时可以把患者和家属送到医
院的任何一个角落。

坐上电瓶车在医院别具特色的医疗街逛上一圈，网吧、书
吧、超市、理发店、餐厅、蛋糕房、干洗店等应有尽有，如果累
了，还可以坐进咖啡店，慢慢小憩。“这里的环境太美了，没有
普通医院的压抑、单调，处处充满温馨！”来这里就诊的患者经
常发出这样的感叹。

“有一次，一位患者在颐和医院见到我，惊呼，这不是鼎鼎
有名的贾主任吗？”医院妇产科主任说，这就是颐和医院的特
点，设备都是省内最好的，环境是省会医院最优美的，专家是
省内外有影响力的，但收费只是市级医院的标准，在这里，不
会出现患者被安排到走廊上的情况，在这里，产妇居住的房
间、享受到的服务像是星级宾馆一样。

妇产科是颐和医院服务的一个缩影。走进这里，粉色的
墙面让人心旷神怡、倍感放松，在每一个房间，床边有扶手，床
前有衣柜，双人间配备有拉帘隔离，每个房间都设有单独的卫
生间，24小时供应热水。

在这里，倡导医院文化，崇尚精益求精，员工不求面面俱
到，但求各有所长。正因为人有专长，科有特色，医院就形成
了强大的技术优势。

在全院手术科室，推行“角色置换”，确定最佳治疗方案。
就是每次手术前，都要安排一名医生扮成患者的角色，从专业
的角度，对每一项治疗步骤提出合理的质疑——而这些质疑，
必须一一得到正确的解答后，诊疗方案才允许执行。

每天下午，医务人员到病房进行“生活查房”。就是把患
者当亲人、当朋友，除了关心病情，更多地去倾听患者的心声、
了解患者的愿望，为患者提供尽可能的帮助，让病人感到家一
般的温暖。

把医疗向前推进、向后延伸，打造居民健康“大服务体
系”。定期到社区巡诊，联合媒体举办“健康大讲堂”，让专家
真正走进群众；创建健康管理中心，体检发现的疾病，由颐和
名医堂的专家提供个体化咨询服务及后续治疗服务。对患有
心理疾病及慢性疾病，需要休闲疗养服务的，提供医院拥有的
鲁山玉京温泉休闲疗养服务，打造体检、医疗、疗养三点一线
的服务体系。

“立医改潮头，唱发展之歌，创先进技术，保为民本色。”在
新年到来之际，颐和医院领导班子表示，新的起点，挑战与机
遇并存，希望与梦想齐飞。坚持颐和医院“三步走”的发展战
略，即第一步调整结构、奠定基础；第二步重点突破、跨越发
展；第三步整体推进、全面提升。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关心下，
经过全体颐和人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在省会郑州打造一所全
新的医院，闯出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为全省人民健康做出更
大贡献。

“医者之本，在于术。术精，则业旺。”
为了打造先进的技术，颐和医院的专家

联合攻关、刻苦钻研，有着一股誓把铁棒磨成
针的精神。

在这样的氛围中，开诊仅仅一年半的颐
和医院，不仅开创了多个先进的新技术，并形
成了一大批的优势学科、重点学科。

一位严重的椎间盘突出患者，四处求
医，都被建议开大刀、做手术，至少住院半
月。而在颐和医院脊柱神经外科，医生只在
患者腰部开了一个 7毫米的小切口，利用椎
间孔镜技术，半个小时就完成了显微微创手
术，两个小时后患者下床活动，术后第二天就
出院了。而这样的手术，已成为颐和医院的
常规手术。

一名50多岁的女患者，因患有巨大的眼
动脉瘤，头疼欲裂，视力模糊。这样的患者，
一旦眼部后面的动脉瘤出血，很容易导致休
克死亡。在颐和医院，专家通过腿部介入方
法，放入一根导管，再通过导管将栓塞送到眼
后动脉瘤部位，巧妙地达到了根治的目的。

一位被三叉神经痛折磨得五官变形的
患者，千里迢迢从青海飞来，医院神经外科团
队为她实施了“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
效果立竿见影，从手术室出来，患者脸上就露
出了笑容。至今，颐和医院神经外科开展了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动脉瘤开颅手术夹闭术、
介入栓塞术、颅底病变内镜手术等一大批显
微微创手术，治愈疑难疾病的先进技术，吸引
了来自全国各地患者前来就诊。

设立在颐和医院的河南癫痫诊疗中心，
由多名省内、外癫痫领域知名专家领衔，拥有
神经内外科、小儿神经科、神经电生理、神经
影像学、神经核医学、神经药学、临床实验研

究中心等多科室组成的精英团队，拥有常规
脑电图、动态脑电图、视频脑电图、诱发电位、
各种型号皮层电极、脑深部电极等各种神经
电生理监测设备，功能磁共振、SPE-CT、神经
导航仪、数字智能化立体定向手术计划系统、
麻醉深度监测仪，开展个体化癫痫诊治，长期
追踪服务，对各种症状性癫痫、药物难治性癫
痫、顽固性癫痫实施个体化的癫痫责任灶切
除，软脑膜下横切术，胼胝体切开术、功能性
大脑半球切除术等手术治疗。正规药物治
疗、血药浓度监测、个体化基因检测使癫痫患
者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一位有40年癫痫病史的女患者，走遍全
国各地，病情均未得到良好的控制。在绝望
中她来到了颐和医院，经过科学的术前评估，
为她做了癫痫责任灶切除术，术后患者未再
出现癫痫，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在省会医院中首家成立的“多学科肿瘤
诊疗中心”，运用目前国内最先进的“MDT”多
学科协作综合治疗理念，团队涵盖肿瘤内科、
肿瘤外科、放疗科，以及影像、介入治疗、病理
等专业，由这些专业副主任医师以上专家共
同会诊，为病人确定最佳的治疗路径，改变了
以往各科室无序收治病人的弊端，减轻了患
者的痛苦，缩短了诊疗时间，并达到了最好的
疗效。

如今，在颐和医院各个临床医技科室，
几乎都有自己可圈可点的成就和特色——

在多学科肿瘤诊疗中心，拥有全省第一
台第四代用于肿瘤放疗的“射波刀”，这台“射
波刀”实时跟踪肿瘤，误差度小于 1毫米，能
够有效减少对周围组织的损害，且单次剂量
大、治疗速度快，更具有“6D”全方位校准的灵
活平台，可以将肿瘤精准地置于射波的聚焦

点上，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摧毁。
在内分泌科，瞄准糖尿病治疗的世界先

进技术，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诊治基础上，利
用学科带头人的国内影响力和专科特色技
术，打造糖尿病神经病变及糖尿病足诊治专
科，在糖尿病锥体束功能测定等10多项电生
理检查、海马与认识功能的影像学研究及可
调试负压吸引治疗糖尿病深部感染等领域，
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同时，在甲状腺疾病、
垂体疾病、肾上腺疾病、肥胖、生长迟缓等方
面形成专家群，开展了多项诊疗新技术，吸引
了省内外众多患者慕名来诊。

在妇产科，推广从围保到产后恢复的全
程服务，在这里，与其他市级医院同样的收费
标准，但每位产妇可以享受星级宾馆一样的
产房、“月子房”服务，婴儿游泳馆，集智力开
发、抚触、保健为一体的宝宝健康乐园，都充
分彰显着医院人文关怀的理念。

在泌尿外科，采用先进的治疗理念和技
术，利用一流的诊疗设备，遵循“能简单不复
杂，能微创不开大刀”的理念，发展最新的微
创或无创技术，至今已为无数患者解除了病
痛。

医院普外科，在省内微创治疗领域一路
领先。科室在成立伊始，就引进了专门的腹
腔镜高级人才，购进了最为先进的腹腔镜手
术设备。如今，普外科绝大多数的医生能运
用腹腔镜进行手术，科室开展的多项技术均
达省内先进水平，有的填补了省内空白。

颐和医院的领导者将现有科室划分为
重点建设学科、重点打造学科及扶植学科三
种类型，在这科学管理理念的指导下，一项项
新技术，一批批富有特色的学科将会连续不
断的涌现。

隆冬时节，雪润中原。
在素有中国城镇化样板之称的郑东新区，在

农业东路与熊儿河相交的绿色臂弯中，坐落着一
座目前中国单体面积最大的大型综合性医院——
郑州颐和医院。

这座规划用地 359 亩、建筑面积 32 万平方
米，目前开设有 72个临床医技科室的大型医院，
拥有国内一流的设备，优美的环境，是一所按照
三级甲等标准建设的集医教研防、康复保健、健
康管理为一体的非营利性综合性医院。

2013年 6月，作为郑州市委、市政府“十大民
生实事”之一——郑州颐和医院正式开诊。运行
一年半来，医院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慕
名前来，诊治患者累计达百万人次。

“这里有全省最好的医疗环境，如何打造特
色学科，让河南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就享受到优质
特色的医疗服务，这是郑州颐和医院发展的宗
旨。”郑州颐和医院院长赵志刚说，在各级党委、
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乘国家医改的东
风，颐和医院以先进的管理理念、灵活的机制，凝
聚了大批专家人才，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稳步向

“省内一流、国内先进”的目标迈进。

荟萃精英 凝聚一流专家团队

颐和影像

国家内分泌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赵志刚（右）
在为患者诊疗

胸外科治愈一罕见胸腺瘤合并重症肌无力患者

人性化布局的门诊大厅人性化布局的门诊大厅

A

C 以人为本
打造全方位优良服务

■领导关怀

团结奋进的颐和医院领导班子

2013年 7月 16日，省委书记郭庚茂到医院视察

2013年 8月 1日，省委副书记邓凯到医院检查征兵体检工作

颐和医院鸟瞰图颐和医院鸟瞰图

本报记者 李旭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