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河南省妇幼保健院（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立足建设健康中国、健康河南的大局，发挥自身优势，肩负

大爱，高瞻远瞩，积极落实国家分级诊疗制度，长期对全省基层妇幼保健院进行帮扶，不仅帮人才、帮技术，而且帮文化、帮管理，

使一批基层妇幼保健院走上了科学管理、蓬勃发展的快车道，为河南省妇幼保健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堪称是“基层妇幼保

健院的帮扶专家”。该院独树一帜的“帮扶”文化品牌，还吸引了全国一大批同行纷纷前来参观学习，正在成为全国医疗卫生战线

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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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望远 大爱赢得满园春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对全省基层妇幼保健院帮扶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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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这句话在全省妇幼保健系统，可谓
耳熟能详。

其实，这句话指的并不是医院环
境，而是在称赞——在国家卫生计生
委、河南省卫生计生委和郑州大学的正
确领导下，河南省妇幼保健院（郑州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以下称河南省妇幼
保健院）发挥龙头示范带动作用，带领
着全省妇幼保健系统齐头并进、共同发
展，呈现出的一派生机盎然新局面。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是1986年经河
南省人民政府命名的集医疗、保健、教
学、科研、培训和指导六位一体的，河南
一家省级妇产儿童专科医院，承担着全
省6600万名妇女儿童的医疗、保健以
及妇产儿童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培训
和技术指导任务，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指定的中国大陆七大培训基地之一。
该院秉承着“儿童健康、母亲平安”的办
院理念，精诚团结、无私奉献、开拓创
新，朝着创建全国高水平妇幼专科医院
的目标奋勇前进。

藤蔓，用它那蕴含着难以想象的坚
韧的枝干，默默而无私地前进，用自己坚
韧的身躯和博大的胸怀，覆盖干朽的枯
树、坚硬的石块、冰冷的水泥墙面……使
了无生机的土地成为绿色的海洋，向大
地播撒着浓浓爱意。

30年来，为了河南全省妇女儿童
健康事业的发展，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发
挥“龙头”优势，秉承无私奉献精神，持
续对基层妇幼保健院进行指导和帮
扶。并于2015年 9月 15日，牵头成立
了河南省妇幼联盟。

联盟定位——
提升基层妇幼保健机构

水平，迫在眉睫

成立河南省妇幼联盟，用河南省妇
幼保健院院长张小安教授的话来说是

“酝酿良久”。
张小安告诉记者，作为“郑州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重要的是培养人才，精
研医学，治病救人，并把学科做大做强；
作为“河南省妇幼保健院”,该院则承担
着全省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妇幼专业人
员业务指导、技术培训、进修学习，以及
各级妇幼卫生项目的督导与评价和疑
难重症会诊及救治任务，承担着世界卫
生组织、世行贷款，国家级、省级妇幼公
共卫生项目及国际合作项目的实施任
务，以及全省妇女儿童健康管理的职
能。同时还要做好全盘把握和总结工
作，为政府的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作为全省妇幼保健机构的“龙头”，河
南省妇幼保健院拥有强大的专业能力。
如今已建成妇产科学、儿科学、小儿外科
学、脑瘫康复学、儿童心理行为学、临床检
验诊断学、生殖医学等14个河南省重点
学科，以及不断创新并发展壮大的国家级
四级妇科内镜培训基地、全国产科及小儿
麻醉培训基地、河南省妇科内镜诊治中
心、河南省儿童重症救护中心等30多个
国家级和省级特色诊疗中心。该院鲜明
的特色和雄厚的实力，为中原地区广大妇
女儿童提供了最全面、最专业、最先进的
医疗保障服务，在全国省级妇幼保健机构
综合实力排名中名列前茅。

“公立医院的一项基本社会责任，
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医疗保健
需求。实践证明，妇幼保健是妇女儿童
预防疾病、健康保健最直接、最有效的
手段。”张小安院长说。

早在 1999年，原河南省卫生厅下
发通知，由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做指导和
带领，在全省各地建设儿童重症救护网
络，网络包括全省265家市、县（区）级
医院，由河南省妇幼保健院负责对网络
成员单位进行人员培训和验收，这就是
河南最初的“妇幼网络医院”。

当时，我省很多地市下属的基层医
院技术水平较低，甚至基本操作都不熟
练，重症儿童的抢救工作还必须依赖省
级乃至北京、上海医疗专家的支援和帮
助，无法丢掉“拐杖”。每当遇到危重患
儿时，没有能力和措施进行争分夺秒地
抢救，只能眼睁睁地等待权威专家的到
来。时间就是生命，基层妇幼保健院整
体技术的相对落后，极大地影响了妇女
儿童救治的成功率。

目睹河南省妇女儿童健康事业，在
省内许多地方特别是县一级妇幼保健
院发展缓慢的现状，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的领导们心头倍感沉重，深感肩上的责
任沉甸甸的。

“全省妇幼是一家。”张小安院长如
是说。

当前，分级诊疗作为国家新一轮医
改的核心体系建设清晰呈现。作为全
省妇幼行业的“老大”，河南省妇幼保健

院自身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可是全
省基层的那些“小兄弟们”该怎么办？

“老大”该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积
极践行医改措施，使全省的妇女儿童能
够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治好病？

登高望远，放眼全省。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领导的思路也渐

渐清晰起来，胸襟也更加开阔起来了。
2015年3月，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党

委书记张振卿和院长张小安两人一起，
在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国强的办公室当
面汇报工作时，提出了“提升全省地市县
妇幼保健机构专业水平的任务，迫在眉
睫。”王国强副主任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和
建议后非常认可，并说道：“我们关注的
并不是医院内的病人有多少、医院的业
务收入有多高，我们关注的是整个河南
妇女儿童的生命健康。假如你们的医院
里没有病人了，整个河南的妇女儿童健
康水平才算是真正提高了！”

这次工作汇报之后，河南省妇幼保
健院的领导们更加坚定信念，正式着手
筹建河南省妇幼联盟。

在河南省卫计委的支持下，由河南
省妇幼保健院牵头，于 2015年 9月 15
日，河南省妇幼联盟正式成立。成立当
日，全省共有175家省、市、县（区）妇幼
保健院加入成为联盟单位。至此，河南
省妇幼保健院对联盟单位开始了深层
次、立体化的合作与帮扶。

让全省的妇幼医疗保健机构成为
“一家人”，并紧紧围绕着一个共同目标
去奋斗——这就是成立河南省妇幼联
盟的初衷和愿景。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张振卿
说：“河南省妇幼健康是一项任务艰巨
的大事业，她不是仅靠一家省级妇幼保
健院就能支撑起来的，这项事业还需要
全省所有的妇幼保健机构齐头并进、共
同发展、共同提高，最终才能使全省的
妇幼保健事业得到蓬勃发展！”

张小安院长亦清晰地认识到，如果
想让全省的妇幼保健水平整体得以提
升，让全省更多的妇女儿童获益，一家
独大是不行的。“以前我们只想做强‘河
南省妇幼保健院’一家医院，而现在我
们的目标是：肩负责任，放眼全省，做强
整个‘河南妇幼保健大事业’。”

之后一系列的事实证明，河南省妇
幼联盟的成立，使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更

加有效地发挥了“龙头”的示范引领和
带动作用。

河南省妇幼联盟在成立之初，即有
着清晰的目标和定位：成立该联盟，河
南省妇幼保健院通过对技术、管理、服
务、礼仪等方面全方位地向基层妇幼保
健院的输出，从而建立起一个拥有省级
妇幼保健院先进医疗技术、先进医院文
化、先进管理模式的医疗网络。以此为
抓手，尽快提升全省妇幼保健系统的专
业水平，更好地为全省妇女儿童健康事
业服务。

联盟特色——
触角下沉，不仅帮技术

而且帮管理

据了解，为了更加有效地搞好对基
层医院的帮扶工作，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专门组建了多个帮扶团队，由领导和职
能部门组成的管理团队；由妇科、产科、
儿内科、儿外科、生殖医学、影像科、超
声科、检验科、护理等科室医生组成的
医护专家团队；此外还组建了服务礼仪
培训团队等，涵盖了医院的方方面面，
有计划、分批次地对基层医院的帮扶打
下了坚实的人才保障。

在具体的帮扶工作上，河南省妇幼
保健院既有“输出”，也有“输入”。

“输出”是河南省妇幼保健院经常
组织专家团队到基层“联盟医院”进行
指导，开展查房、培训、义诊等工作，甚
至进行手把手地“传”“帮”“带”，提升基
层医院的整体专业技能。此外还定期
举办各种专业培训班，进行有效帮扶，
快速提升基层医院人员的管理水平和
业务技能。

“输入”是基层医院派出妇产科、儿
科、乳腺科、麻醉科、检验科、护理部等
专业医护人员以及管理人员，送至河南
省妇幼保健院进行学习和培养，学习先
进技术、提高专业水平、开阔视野。

比如，在对基层医院管理层的培训
上，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安排基层医院的
负责人带队，分批到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学习管理知识，通过参与行政查房、科
室例会、科室交班等多个环节，亲力亲
为、耳濡目染，使基层医院中层以上干
部转变了管理理念，学到了“干货”，受
益匪浅。此外，河南省妇幼保健院还面

对基层医院职工开展了“服务礼仪”“员
工快速成长”“医院快速发展”等方面的
培训，使基层医院员工的综合素质得到
全面提高。通过坚持不懈的指导和帮
扶，现在很多市、县的妇幼保健院，都能
看到河南省妇幼保健院的影子！

此外，为了快速提高基层妇幼保健
院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让更多同行受
益，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每年举办许多场
（次）专业化的培训班。

据了解，2015年8月13日，由河南
省妇幼保健院和陕西省妇幼保健院、湖
北省妇幼保健院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中西
部妇幼保健新生儿论坛在郑州成功举
办。会上，来自省内外及法国的二十九
名围产医学、新生儿内科、新生儿外科的
专家进行了精彩的学术讲座，500余名来
自河南、湖北、陕西、新疆、贵州等省区的
新生儿科医护人员参加了会议。

2016 年 8 月，“河南省预防艾滋
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工作会议暨管
理培训班”“第三届小儿消化系统常见
疾病诊疗进展学习班”“产前诊断实验
室技术新进展培训班”“胎儿出生缺陷
产前超声诊断技术培训班”“儿童内分
泌疾病诊治新进展培训班”等多项妇女
儿童医疗培训活动，在河南省妇幼保健
院的组织下，相继成功举行。

据统计，2015年河南省妇幼保健
院共举办国家级、省级继续教育培训班
36次；而仅在2016年 1至10月的半年
多时间里，该院举办的各种专业培训班
就多达100多次。

通过各种培训，让大批同行受益匪
浅，有效地提高了基层医护人员的技术
水平。

联盟故事——
发挥龙头优势，让基层

医院焕发生机

对于基层医院的帮扶工作，更像是
一次远征。

这些年，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对基层
妇幼保健院帮扶的足迹踏遍了全省各
地，帮扶的故事可谓九曲回肠、感人至
深，甚至可以拍成一部电视连续剧……

2013年的一天，一位来自省内一
家县级市妇幼保健院的管理者，来到河
南省妇幼保健院，焦急地说：“我们医院
的发展面临困难，想请省妇幼保健院的
领导和专家去帮帮我们！”

原来，在当时，这家医院不仅硬件
条件很差，而且医院还存在产权纠纷，
职工干劲不足。本就不大的院区里，前
来就医的患者寥寥无几，医院的运行和
发展面临着巨大困难。

对于这家医院的请求，河南省妇幼
保健院党政领导十分重视，快速派出该
院外联部负责人作为“先锋队”率先开
路，到这家县级市妇幼保健院实地了解
情况。对这家基层妇幼保健院的帮扶，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先从“望”“闻”“问”

“切”、与该院领导一起寻找该院存在的
症结。“确诊”后，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即
派出方方面面的人才，将办院的制度建
设、管理理念及先进技术等“输出”到这
家基层医院，指导该院规范了管理流
程，完善了各项制度；并在技术上进行
不间断的“输入”“输出”、培训和指导。
刚开始，这家医院的职工对新变化持观
望态度，甚至对新的管理理念无所适
从。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双方的共
同努力下，变化开始逐渐显现，并呈现
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在对这家医院进行帮扶期间，河南
省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张振卿和院长张
小安高度重视，曾两次专程去该院实地
了解帮扶进展情况。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三年的帮扶，通过该院干部职工的
努力，这家基层妇幼保健院终于旧貌换
新颜，迎来了可喜的变化。这些变化，更
多地体现在全院职工的精神风貌上，全
院职工爱院如家，就诊患者络绎不绝，该
院开始受到当地群众的信任和称赞。

而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帮扶的另外
一家医院——省内某家县级妇幼保健
院，则又是另外一种状况。“这家保健院
的面积只有3亩地，为了满足百姓的就
医需要，该院又在 3亩院区的基础上，

向周边租赁了不少民房。院内道路可
谓曲曲折折、迷宫一般，进去的人出来
时就会找不到回去的路。‘3亩地’，导
致了医院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十分落
后。”这是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外联部部
长刘伟受医院委派，第一次到这家医院
时看到的情景。

2013 年 8月，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开始着手对这家县级妇幼保健院进行
帮扶，“我们首先对这家医院进行了整
体化设计，包括医院文化、医院管理、服
务流程，再到专科建设等，在技术上我
们医院派出专家进行带教和指导。”刘
伟说。三年过去了，在河南省妇幼保健
院的努力帮扶下，也通过该院领导班子
及全院职工的共同努力，这家医院的整
体实力和内涵建设都得到了大幅提
升。今年7月，在该县县委县政府的支
持下，该县卫计委把一个5亩地的院落
和办公楼全部腾出，让给这家妇幼保健
院使用。该院的条件得到了改善，床位
增加了120%，有效地满足了全县妇女
儿童就医保健的需求。

“我们医院进行帮扶最早、效果最
明显的，还要数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信阳市妇幼保健中心），我们对该院的
帮扶从2011年 4月就已经开始了。”张
小安回忆说。当时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挑选出了一支由妇科、产科和儿科 10
多名专家组成的队伍，并由副院长崔世
红、院长助理周彩峰带队“组团”出征。
那时的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周围还像
一个大工地，为了扎实搞好帮扶工作，
这支帮扶团队吃住都在该院的病房楼
内，扑下身子，真抓实干，紧紧围绕着该
院的医院管理、医疗技术和专业设备应
用等多个方面进行帮扶。当时该院的
妇产科和儿科都非常薄弱，河南省妇幼
保健院的专家先帮助该院建立起了小
儿重症监护室，然后又帮助该院在妇
科、产科和儿科专业上不断提高和发
展。据了解，河南省妇幼保健院的妇
科、产科和儿科副高以上的医生，全部
轮流到该院进行过帮扶工作。

几年来，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对信阳
市第一人民医院持续进行帮扶，直到该
院发展得相当不错了，在区域内得到群
众认可了，去年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才结
束了对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几年的义
务帮扶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还先后对全省多家基层妇幼保健机构
进行过大规模的“组团”帮扶。河南省
妇幼保健院发挥优势，躬身耕耘，帮扶
的足迹踏遍全省各地，留下了串串闪光
的足迹。所到之处，引得一路花开。

联盟成效——
河南“三率”大幅下降，

大爱赢得满园春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知名专家下沉
到基层帮扶，已经成为他们工作中的一
项重要职责。该院的知名专家教授都
有着数不清的“下沉”帮扶经历。

“关于到基层医院进行帮扶和义
诊，我们去的次数太多了，多得都记不
清楚了。仅信阳我就去过很多次。”在
该院采访时，河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主
任许雅娟对记者如是说。

在该院病房里，记者还见到了刚刚
做完一例新生儿外科手术的该院小儿
大外科主任陈琦教授。“在省会郑州，新

生儿和儿童的食管闭锁、幽门狭窄、肠
套叠，以及血管瘤和淋巴管瘤等疾病，
治愈手段已经十分健全，但这些手术在
基层还不能够很好地开展，因而许多家
长还不得不带着孩子千里迢迢来到省
城治病。”陈琦说，“所以说，目前在全省
妇幼保健系统成立的河南省妇幼联盟
显得格外重要，我每年都会在固定时间
去基层院指导技术，争取让孩子们在家
门口就能治好病。”

对于基层妇幼保健院的指导和帮
扶，已经成为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全体职
工的一种共同的使命。

除了上述帮扶外，河南省妇幼保健
院还畅通了双向转诊渠道，加强重症接
诊能力，为联盟单位危重病人的救治提
供医疗技术保障，全面落实了国家分级
诊疗政策。全面更新了救护车，还购置
了配置有转运暖箱、转运呼吸机、完善
监护设备的新生儿转运救护车；成立了
妇产科、儿科、外科三个专业接诊团队，
实行 24小时救护车全省范围内接诊。
目前医院急救接诊范围已经覆盖全省
以及与河南省交界的周边省份的部分
县、市，年接诊妇产科、儿科急危重症患
者2700人次左右，使无数危重患者转
危为安。

为了整体提升全省妇儿专科诊治
水平，河南省妇幼保健院还牵头建立全
省产前诊断网络、全省新生儿疾病筛查
网络、新生儿（儿童）重症救护网络、儿
童脑瘫康复质控网络、妇幼卫生信息网
络、三网监测网络六大网络。该院还较
早建成了新生儿重症救护网络中心和
质控中心，经过该院严格的培训和筛
选，目前在全省县（市）已经建成 18个
分中心，共有 256个网络会员单位，带
动全省新生儿救治能力的全面提高，使
河南省新生儿的死亡率大幅下降。这
六大网络的建设和运行，使河南的5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大大降
低，为河南提前5年完成联合国千年发
展目标作出了突出贡献。

此外，河南省妇幼保健院还借助
“互联网+医疗”，建设了以妇幼协同诊
疗为特色，集临床会诊、双向转诊、影像
会诊、心电会诊、病理会诊等远程服务
的高效远程会诊系统，目前已与全省
30余家基层医院对接，使基层百姓足
不出户就能享受到省级医院专家的诊
疗服务。

张小安告诉记者，河南省妇幼联盟，
一所基层妇幼保健医院如何建立、如何
立足发展，河南省妇幼保健院都会将科
学化的体系下沉到基层，从技术、管理、
服务、文化等多方位、多角度地系统设
计，立体帮扶。“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
们帮不到的。”张小安自信地说。

河南省妇幼联盟，真正让“联盟体”
中的兄弟姐妹成为一个战线上互帮互
助、共同进步的“盟友”。截至目前，全
省 229家妇幼保健机构组成的河南省
妇幼联盟，正把触角牢牢地覆盖在中原
大地上，护佑着全省妇女儿童的生命健
康。

统计显示，近年来，河南省的“三
率”（孕产妇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新生儿死亡率）逐年大幅下降，低于
国家平均水平。这一成绩的取得，不仅
饱含着河南省委省政府、河南省卫生计
生委对百姓健康事业的关怀和支持，同
时也凸显河南省妇幼保健院为河南省
妇幼健康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

“建立河南省妇幼联盟，河南省妇
幼保健院通过对管理、技术以及文化的
输出帮扶，‘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
到精’，让全省基层妇幼保健院能够达
到省级水平，做到同步化和标准化发
展，实现整体共同发展。这一思路不仅
符合国家政策思路和省委省政府工作
的要求，也必将对全省乃至全国妇幼健
康事业的发展起到良好推动作用。”张
振卿说。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一班人”正以
开阔的胸襟，登高望远，带出河南妇幼
保健事业满园春色。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专家到基层妇幼保健院进行帮扶指导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医学生殖中心专家到基层妇幼保健院坐诊指导

河南省妇幼联盟成立大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