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闫良生 李冰
2月21日，全省医政工作会议在郑州召

开，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黄玮出席会议并讲
话，省卫生计生委医政处处长田常俊主持会
议。会议总结了2016年全省医政工作，分
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并对2017年
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夯实基础
加力推进分级诊疗

2016年，为贯彻省政府《关于推进分级
诊疗制度建设的实施意见》，制定了《河南省
医疗机构双向转诊管理规范》等配套措施，
遴选了 11个省辖市 10个县域综合改革试
点县作为试点城市。

分级诊疗制度是国家新时期五项基本
医疗卫生制度之首，是合理配置医疗资源、
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构建科学就
医秩序的重要举措。建立分级诊疗制度，逐
步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
联动的就医模式，是破解群众看病难看病
贵、缓解医患矛盾的“良药”。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医
疗服务能力是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重点。
在强基层方面，我省持续推进三级医院对
口支援县医院和县级骨干医师培训工作，
不断提升县医院综合服务能力，为分级诊
疗制度的建立打下夯实的基础。五年来，

我省 100 所县（市）医院选派培养 5433 名
骨干医师，开展新业务新技术项目923项，
科研立项 63项，科研成果 79项，发表论文
2111篇，有力地促进了县级诊疗能力进一
步提升。

据悉，2017年，我省 11个试点市要全
面推开综合改革，其余各市必须选择县、区
开展试点，不留死角，要以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为抓手，以慢性病规范化管理为切入点，
以推进医联体建设为载体，以医保政策为引
导和支撑，加力推进分级诊疗、着力提升县
级医院服务能力，加快建立全省就医新格
局，让更多百姓清晰地感受到分级诊疗带来
的就医便利。

做强龙头
强力护佑疑难重症

今年医政工作会与往年最大的不同点，
就是增加了六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
内容。为全面解决我省群众看病问题进行
了顶层设计、整体规划，为我省疑难危重患
者就医提供更大保障。

黄玮在会议上介绍，我省将着重优先打
造心血管、肿瘤、儿童、脑血管、器官移植、中
医骨科等6个国家级区域医疗中心，还将按
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规划建设进展情况，积
极推进区域综合及其他相关专科医疗中心
建设，并积极引导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主体单
位与国内外知名机构合作建设。同时，引导
妇产科、眼科、传染病、口腔、精神卫生、呼
吸、老年医学等优势学科发展，促进形成区
域专科医疗中心。增强我省优质医疗资源
服务供给能力，着力提升区域医疗技术水平
和服务能力，全方位满足人民群众就医需
求。

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不仅是健康中

原建设的需要，也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要，更是深化医改的需要，对完善和优化城
乡医疗服务系统，提高区域疑难危重医疗水
平，加快建立实施分级诊疗制度，推进有序
就医格局形成，持续巩固已有改革阶段性成
果具有重要意义。

提升质量
全力保障就医安全

医疗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
权益和对医疗服务的切身感受。国家卫生
计生委颁布的《医疗质量管理办法》自2016
年 11月 1日起施行。为提高不同地区、不
同层级、不同类别医疗机构间医疗服务同质
化程度，更好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指明了方向。

百姓不但要治得好病，还要安全治病！
2017 年，我省全面开展《医疗质量管

理办法》贯彻执行年活动，以此为载体，针
对质量、安全和服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
薄弱环节，开展医疗安全专项整顿活动，全
面整顿并持续改进质量安全风险，通过宣
传学习、对照自查、整改提升、总结评估等
系列活动开展，使《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影
响到每一个医疗机构、每一位医务人员，从
根本上树立“以患者为中心、以安全为中
心”的理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就医安全，
提升就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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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陈燕

“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
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
身。”是一名共产党党员的基本标准。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是近代护理
创始人，英国护士南丁格尔倡导的崇高人
道主义精神。她提倡用“四心”去对待每
一位病人：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

韩英，是一名护士，也是一名共产党
员。

她说：“无论是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是
南丁格尔精神，其中心点，都是不计个人得
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工作生活以
及学习中，我愿意为了我的服务对象——
患者，尽我所能为他们提供一切帮助。”

以身作则 彰显南丁格尔精神

韩英，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大眼科总
护士长、眼底病一病区护士长，医院五官
科党支部副书记。

作为大眼科护士长，韩英言传身教，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好模范示范带头作用。

每天清晨，她都会提前半小时上班，
走过每个病房，用最美的笑容和声音问候
每一位患者。用亲切的语言，与患者及家
属进行交流，使每一位患者和家属都在新
的一天有个美好的开始。

眼底病区收治的病人，需要进行玻璃
体切割手术的非常多，这些患者在手术之
后，需要保持特殊体位16~20个小时，如
果在此期间，患者体位的不规范，手术效
果就会大打折扣。这个特殊体位需要患

者脸朝下一直趴在床上，非常难受，大多
患者趴不到 2个小时就出现胸闷、眼胀，
或者是自己不自觉地调整体位，这就需要
管床护士不间断地到这些患者病床前进
行巡视，随时调整患者的姿势。韩英说：

“在临床护理中，我们虽然对患者和家属
都几经交代，但是在实际做的时候，患者
也很努力在坚持，但体位的不自觉变化，
患者和家属有时发现不了，因此，我们的
护士要加强巡视，做好术后病人的健康指
导和心理护理。”

数天前14岁来自湖北的龙龙住进了
医院，龙龙因为双眼高度近视引起了视网
膜脱落，因龙龙的视网膜脱落为陈旧性疾
病，对手术的精准度要求非常高，手术中
稍有不慎致盲的概率也高，也正因为此，
许多医院都不愿意冒这个险。

刚住进病房的龙龙心里非常恐惧，龙
龙的父母也很担心手术的成功率，韩英就
来到龙龙病床前，对龙龙进行心理疏导，
同时对龙龙父母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能解
答的进行了详解，涉及手术过程中的一些
问题，韩英逐条进行了登记，反馈给主刀
医生王瑞峰主任，耐心细致的关怀增强了
龙龙和父母对手术的信心，在龙龙手术之
后，韩英再次来到病床前，给龙龙和他的
父母做了体位示范。一个星期过去了，揭
开纱布的龙龙再次看到了自己的父母，一
家人高兴地相拥在一起。

勇挑重担 弘扬无私奉献精神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是郑州市眼科
医院、郑州市儿童眼病医院。眼科是河南

省医学重点培育学科、郑州市医学重点学
科、郑州市眼科研究中心、郑州市眼科重
点实验室、全国弱视斜视防治中心郑州分
中心、郑州市低视力诊疗康复中心。拥有
10个病区，500张床位，各类专业技术人
员 300人，每年眼科手术量达 100000余
例，住院病人数量达80000余人次，由此
可见，郑州市二院眼科的护理任务多么的
繁重。

为使医院整个大眼科的护理技术向
高、精、尖发展，韩英深知无论是专科技术
还是基础护理，都必须规范化、程序化，因
此，韩英借鉴中山医院眼科和暨南大学的

“专科护理指引”，加班加点，亲自组织，针

对医院眼科各个科室的特点，制定出了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护理流程规
范”，此规范目前正在试用和完善阶段，相
信，经过充分实践和修改过后的规范将为
郑州市二院眼科的大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助力。

韩英，20 多年来，以严谨的工作作
风、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过硬的技术功
底护理了无数病人，配合医生挽救了许多
几近失明的病人。时间就是生命，电话就
是命令，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深更半夜，
一有情况，她总能第一时间赶到医院组织
人员实施抢救，加班加点如家常便饭。她
有愧于家人，无愧于病人。

身边的共产党员
两学一做两学一做

2016年，紧紧围绕健康中原建设和深化医改重点任务要求，我省医政医管工作为医疗卫生事业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后，省长陈润儿、副省长王艳玲多次到省卫生计生委调

研工作，在国家大的战略规划指引下，确定实施我省建设多个国家级区域医疗中心的战略规划。

做强我省医疗龙头，同时全面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破题我省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将是当前我省医政

工作的中心任务。

多措并举 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河南省卫生计生委召开全省医政工作会议

春季气候阴晴不定，温度时高时低，天气变化犹如
翻书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引起呼吸系统的各
种疾病，特别是儿童，要格外注意。那么，儿童春季该
如何保健呢?郑州儿童医院东区呼吸内科主任汤昱来
给大家支支招。

热冷交替，易引发流感
据汤昱介绍，春季儿童的常见疾病有流感，气管

炎、支气管炎等。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常见急性呼吸道疾病，

它传染性强，易爆发，经常是家庭或班级这种小集体成
员相继感染。因此，尽量让孩子远离病原体，避开感
冒、发烧的大人或小朋友。

汤昱提醒家长：春季应让孩子多喝水，身体缺水就
会引起感冒上火；营养要均衡，饮食要清淡；孩子还应
该多吃西红柿、苹果等维生素丰富的水果；室内多通
风，并要保证孩子有足够的睡眠。

此外，春季气温变化大，不要过快减去孩子衣物；
出现感冒、发烧症状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不要在家
盲目自行用药。

过敏性哮喘，预防胜于治疗
汤昱说，哮喘是可以控制的，如果各方面护理得

当，很有可能不会再复发。
“比如孩子的居住环境要通风良好，空气新鲜，保

持一定温度与湿度，常晒被褥、床垫、枕头等，减少尘
螨、霉菌等的滋生。”汤昱还强调，对于已经患上哮喘的
孩子，家长应避免使用可以诱发孩子哮喘的食物、药物
等，同时，还要避免孩子进行剧烈的运动。此外，对哮
喘患儿的不良情绪要做好心理疏导和精神安慰，避免
不良因素的刺激。

预防春季儿童哮喘发作的关键在于找到过敏源。
很多医院都可以做过敏源检测，找到了明确的过敏源
后，应避免孩子与之接触。若无法避免接触，则可进行
脱敏治疗。

另外，家长要积极预防感冒引起的呼吸道感染，注
意早晚天气冷暖变化，在天气变化或寒冷时，及时给孩
子添加衣物，特别注意孩子颈部的保暖。 （赵婷婷）

初春，
孩子如何与呼吸道疾病过招？

韩英：我为党旗添光彩
原阳县人民医院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坚持

“把方向、带队伍、强专业、急民需”工作思路，党员干部
率先垂范，强基层，建专科，促进基层医疗发展。

一是班子成员负责协调与卫生院联体，组织业务
骨干技术帮扶，二是每名党员分包一家村室，组织入村
义诊，三是挑选业务骨干党员进修学习，对专业增项补
短，四是在医护人员中选拔技术骨干及党员组建专科，
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实现并推进医疗
资源基层服务与专业发展，扩大医疗覆盖面，提高基层
首诊率。

据了解，目前该院已与 14家卫生院建立联体关
系，组织义诊和业务指导200余人次，8名技术骨干到
省级医院进修学习重症医学、泌尿、康复、介入、腔镜等
专业技术，投巨资购置先进医疗设备，组建开展了重症
医学、泌尿外科、康复及腔镜微创服务，引进开展了无
痛分娩、彩超下肝囊肿穿刺等39项新技术。门诊量、
住院量同比增长6.8%和8%。党建工作日前被县委表
彰。 （孟庆远 石耀祖）

原阳县人民医院

以党建强基层促发展

为使河南省患有先心病的贫困患儿得到及时救
治，近年来河南省人民医院与北京“神华爱心行动”基
金会、澳门明德慈善基金会、中国红十字会“阳光天使”
基金及“点亮生命计划”基金等并肩携手，联合开展了
河南省贫困先心病患儿爱心救治大型公益项目。

为方便先心病患儿就诊治疗，近日特别增加了
2017年爱心救助名额 200名。爱心救助对象及报名
条件为：河南省范围内户籍、年龄在0~18周岁（含18
岁）、贫困家庭。

即日起，凡符合救助标准的贫困先心病患儿（享受
低保、有残疾证家庭或为孤贫儿童优先），可到河南省
人民医院儿童心脏中心领取爱心救助申请表，经审查
符合救助条件者，即可得到基金及时救助。

据统计，2016年在河南省人民医院手术治疗的近
1500例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中，约36%的患儿得到了救
助治疗，居全省首位。 （薛海娜）

河南省人民医院

先心病患儿爱心救助数量
位居我省首位

近日，新密市食药监局组织开展了为期半个月的
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春季大检查，对全市278家大中小
学校、幼儿园食堂进行全面“体检”。

检查组采用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报告、直奔
现场的检查方式，现场检查了学校食堂布局、证件办
理、食品安全制度落实、人员管理、环境卫生、加工操
作、原料贮存、索证索票、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情况。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索证索票不全、卫生不达标等问题，
执法人员现场出具了《监督意见书》和《责令整改通知
书》，逐一提出整改意见，责令限期整改落实。

2017年，新密市局已把校园食品安全作为重点工
作，采取日常监管、季度检查和督导检查等手段，不断
加大对学校食堂的监管频次，确保全市师生吃得更放
心、更安全。 （杨鑫）

新密市食药监局

对全市校园食堂进行“体检”

①在民权县人民医院，86岁的老奶奶在得
知自己病情好转要转出CCU病房时，脸上露出
了开心幸福的笑容。

该院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患者至上的办院宗
旨，不断强化服务能力的提升，改善患者就医感
受，受到患者及家属的广泛赞誉。 （孙学军）

②乍暖还寒，正是感冒、流感等疾病的高发
时节。尤其近期我省出现了数例人感染禽流感
病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预防显得极其重要。
2月 21日，以岭药业通过河南省红十字会向多
地敬老院捐赠价值80万元的连花清瘟胶囊，预
计受益人群达50000名。

据悉，本次捐赠目标人群选择的是贫困人
群和生活需要照顾且无人赡养的孤寡老人。

（李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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