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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教授故乡行’将会继
续走下去，要走遍全省每一
个县，并在学科建设、人才
培养、教学科研、远程医疗
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完善，形
成稳固可持续的帮扶机制，
惠及更多的百姓。

刘章锁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本报讯（记者 曹萍 通讯员 魏佳琳）郑州市郑东新
区又添一所三甲医院。9月 6日，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龙子湖院区正式开诊，将有效弥补该地区医疗资
源不足的情况，满足龙子湖高校园区及周边居民对优质
医疗服务的旺盛需求。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龙子湖院区位于郑州
市龙子湖南路与博学路交叉口，依托河南中医药大学学
生综合实训中心楼建设，有效覆盖龙子湖高校园区的 15
所高校和众多大型社区，将服务师生及周边居民共 30多
万人。

据介绍，龙子湖院区作为大专科、小综合的综合中医医
院，设置全功能的急诊，中医特色突出的门诊，以康复、小儿
脑瘫为主的病区，配套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等综合病区。

“该院区将突出中医特色，融合预防、医疗、保健、康复、社区
医养结合工作、健康教育为一体，为周边师生及居民提供全
方位的中医健康服务。”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朱明军说。

另悉，9月 6日~9月 30日期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龙子湖院区特别举办义诊活动，凡来就诊者均免
收普通门诊挂号费、诊查费。

□本报记者 曹萍

月是故乡明，人是家乡亲。不忘桑梓、
回馈家乡，是每一个在外游子的心愿。以
地域为联结，以专家为纽带，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两年来持续开展“专家教授故
乡行”活动，通过知名专家回到故乡名誉
挂职、学科对接、巡回诊疗等形式，用实际
行动服务家乡，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父老
乡亲身边，成为大医院扶持基层的响亮品
牌，更是落实国家医改政策的典型范本。

9月 7日早上刚过八点，在太康县人民
医院的眼科门诊前已经聚集了众多患者，
大家翘首以待。“听说在家门口能看上省城
的大专家，一早就过来了。”来自太康县城
关镇的张大妈兴奋地说着。不一会儿，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专家李秀娟匆匆赶
来了，边走边穿着白大褂，“昨天忙得太晚
了，一早才赶过来，回老家的机会可不能错
过。”一坐下来，大家都围拢了上来。看诊之
余，不时拉拉家常，乡音乡语中，患者感受到
了亲人般的温暖。

此次来到太康的专家一行有 20多人，
覆盖了磁共振科、心血管科、肿瘤内科、消化
内科等多个科室，由郑大一附院副院长苟建
军亲自带队，门诊、查房、会诊、手术、讲座，
每个人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今天的活动
是个开始，以后我们会经常回来，把先进的

理念、技术带回来，尽己所能为家乡医疗卫
生事业增砖添瓦，以实际行动给父老乡亲们
做好服务。”刚结束讲座的太康籍专家程敬
亮回到家乡，难掩激动之情。

“这已经是我们走的第36个县了，每次
活动大家都抢着报名，早早就报满了，都想
为家乡尽一份力。”苟建军说。近两年的时
间，每到周末，风雨无阻，“专家团”的足迹
已遍布大半个河南，共有近千名医护人员
参加活动，每到一处都受到基层医生和当
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跟着专家查房，真是学到很多东西，
这种机会太难得了！”刚刚跟着郑大一附院
心血管病专家陈魁查完房的太康县人民医
院医生小王，说出了众多基层医生的心

声。“我们太需要这样的活动了，手把手的
帮扶，对我们提高技术水平帮助很大，而且
都是老乡，亲近得很。”太康县人民医院院
长聂方华说。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我省
80%人口生活在县域，如何满足基层群众日
益增长的对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切实落实
国家医改要求、推进分级诊疗，郑大一附院
一直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这些年郑大一附院经过跨越式发展
进一步做大做强，集聚了最优质的医疗资
源，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对基层医院进行
指导帮扶，把先进的技术、理念等源源不
断地送到基层去，培养更多人才，让百姓
在家门口享受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让分

级诊疗真正落到实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院长刘章锁道出了开展“专家教授故
乡行”活动的初衷。专家教授回到生他养
他的这片土地上来，心怀赤子之心，全情投
入，为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深入
合作搭建更好更大的平台、稳固的桥梁，
持续不断地提高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水平，
造福基层群众，大大推动健康中原建设。

“不忘初心，情系家乡，‘专家教授故乡
行’将会继续走下去，要走遍全省每一个
县，并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学科研、远
程医疗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完善，形成稳固
可持续的帮扶机制，惠及更多的百姓，为我
省的健康扶贫、卫生事业发展贡献更大的
力量。”刘章锁信心满满。

权威发布

郑大一附院持续推进“专家教授故乡行”活动 每周坚持下基层送健康

不忘家乡根 回报桑梓情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庞红卫 吕丽红）记者 9

月 15日从河南省肿瘤医院获悉，“河南省肿瘤医院哈密分
院”挂牌仪式日前在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举行。这是我
省医疗机构在新疆设立的第一家分院，也是河南医疗援
疆工作的又一重要成果。

曾经，哈密市肿瘤防治事业“一穷二白”，超过九成的肿
瘤患者需要辗转乌鲁木齐及其他大城市就医。自对口援疆
工作开展以来，以河南省肿瘤医院为主体的第七批、第八批
援疆专家团队把哈密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以哈密二院
为基础建设“哈密市肿瘤医院”，还较早探索了“组团式”医
疗援疆模式，凝聚各方力量对当地肿瘤防治工作开展持续
不断的帮扶。

通过一批批援疆医疗专家的努力，当地医院学科发展、
人才培养、新技术引进等方面取得快速发展。根据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与2016年相比，2017年哈密市肿瘤医院收治
肿瘤病人数同比增长 44%，手术例数增长 50%，越来越多
当地患者在“家门口”得到了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揭牌仪式上，省肿瘤医院院长张建功表示，根据双方签
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今后，河南省肿瘤医院将把哈密分院当
成自己的医院来打造，结合医院需求选派专家和骨干定期
来坐诊、会诊、查房、手术示教，开展危重、疑难、死亡病例讨
论，进行系列学术讲座等工作；支持哈密二院探索开展生物
免疫治疗、药物临床试验、基因检测等先进医疗项目；并对
医院住院医师、专科护士进行规范化培训，帮助他们进行人
才培养，提升技术水平，深化专科建设等，扎扎实实助力医
疗援疆工作。③9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崔冰心）近日，记者从河南
省人民医院获悉，河南省消化内镜尖端诊疗技术院士工作
站落户该院，这是落户该院的第 10个、也是全省首个专攻
消化系统疾病诊疗与研究的院士工作站。中国工程院院
士、上海长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李兆申教授将与我省专家
牵手共建院士工作站，为患者带来世界先进的消化内镜诊
疗技术。

李兆申是我国著名的消化病学和消化内镜学专家，他
提出了内镜体检新理念，研发了两代胶囊内镜，率先开展早
期消化道肿瘤内镜微创治疗，并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可控胶囊内镜系统，填补了国内空白。他的团队还开创
了多种微创先进治疗技术，并建立了消化内镜学的质控标
准和培训体系，对于提升我国消化内镜原始创新和规范诊
疗水平作出了突出贡献。

揭牌仪式上，李兆申表示，“河南是食管癌、胃癌的高发
区，希望能够通过深度合作将先进的内镜技术带到河南，推
动河南消化内镜水平的不断提高，提升消化系统疾病的诊
断治疗水平。”③6

□本报记者 曹萍 本报通讯员 毕佳佳

18岁，正值青春韶华，然而来自开封的
张楠（化名）却在今年 7月份被确诊为结肠
癌，父亲带着他来到郑州人民医院进行治
疗。儿子手术恢复期间，父亲竟然又查出
结肠癌复发，对于这个农村家庭来说无疑
是雪上加霜，然而这个家庭又是幸运的，因
为遇到了很多好心人。

近日，郑州人民医院为父子俩进行了
爱心捐款，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让他们看到
了生活的希望。

今年 4月份，张楠突发便血，并且腹部
疼痛，但家人并没有在意。后来，张楠的症
状越发严重，父亲带他到当地医院治疗，被
诊断为结肠癌。

7月份，张楠的父亲带他来到郑州人民
医院普外三病区，寻求更好的治疗，该病区
主任张俊杰带领团队于 8月为他实施了结
肠癌根治术，手术很成功。

在张楠的恢复期，张俊杰主任发现了张
楠父亲的异样。“他的脸色蜡黄，经常会说身
体无力，我们担心他身体出了状况。”于是，

张俊杰主任善意地提醒张楠的父亲，希望他
能够做复查。然而，复查结果却让张大哥陷
入了绝望的深渊：结肠癌复发。经过家人和
医护人员的轮番开导，张大哥才同意做手
术。经过张俊杰主任团队医护人员的共同
努力，张大哥的手术顺利完成。

接连两个手术，让这个家庭捉襟见肘，
医护人员也都看出了他们的难处。“我们为
父子俩减免了部分手术费用，并为他们申
请了‘郑医·生命之光’慈善救助，还帮父子
俩都申请参加了一个实验项目，免费试用
医疗器械，省下一大笔钱。”张俊杰说。同
时，他们还组织普外三病区的医护人员为
张楠及父亲献爱心，虽然捐献的金额并不
巨大，却代表着一份暖暖的心意。

在父子俩出院前，主管大夫李文奇和护
士长谷培利代表普外三病区将大家的爱心捐
款交到了张楠父亲的手里，张大哥激动地说：

“谢谢你们，谢谢所有帮助我们的医护人员！”

我省为基层医师执业范围“松绑”

县级以下医疗机构医师可多专业从医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龙子湖院区正式开诊

“河南省肿瘤医院哈密分院”
挂牌成立

消化内镜尖端诊疗技术院士
工作站落户省医

郑州人民医院为患癌父子减免费用、捐献善款

爱心涌动 大爱无疆

本报讯（记者 王平）9月 12日是第
14个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当天，我
省多地医疗卫生机构围绕“防治出生缺
陷，助力健康扶贫”主题开展了专家义
诊、健康知识讲座等活动。

据了解，我国是世界上出生缺陷婴
儿的高发国家之一，大约每30秒钟就会
诞生一个缺陷儿，每年出生缺陷儿数量
高达 80万~120万人。近年来，我省高
度重视出生缺陷的防治，在全国率先实
施免费婚前检查的基础上，又于2017年
实施免费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
并将其列入重点民生实事工作。省卫计
委副主任谢李广说：“目前，贯穿孕前、孕
期、新生儿的出生缺陷三级预防体系在
我省初步形成，出生缺陷发生的上升趋
势得到有效控制。但由于我省是人口大
省，部分群众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群众
对于出生缺陷防范的意识还有待提高，
出生缺陷预防的形势依然严峻。”

为了给贫困地区群众送去触手可及的
健康服务，来自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河南省
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3家
省级产前诊断机构选派组建的优生优育健
康教育专家团，分别走进卢氏县、潢川县、
封丘县等贫困县开展出生缺陷防治知识宣
传教育、政策咨询、康复义诊等活动。

同时，依托河南省人口计生科研院
建立的“国家卫健委出生缺陷预防重点
实验室”也组织科研技术人员多次赴息
县、叶县、舞钢市、太康县等地，大力普及
优生优育、出生缺陷防治等科学知识，对
当地困难群众进行生育指导。

□本报记者 王平

记者 9月 16日从省卫计委获悉，为了
弥补县级以下医疗机构医师数量不足、提
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省卫计委、省中
医管理局近日联合下发《关于在县级以下
医疗机构推进医师多专业注册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允许基层医疗机构的医师
可多专业进行执业注册、开展行医，为我省
基层医师的执业范围“松绑”。

本次提到的“县级以下医疗机构医师”
是以县医院、县中医院、县妇幼保健院、乡
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作为主要
执业机构的临床、口腔、公共卫生类别执业
（助理）医师。据悉，以往要想得到这个“福
利”，必须是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执业的临床医师，从事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工作确因工作需要，经县级卫生行政部
门考核批准，再上报市级卫生行政部门备
案，才能申请，新政策出台则让基层医师的
执业范围“放宽”了。具体变更、注册专业
情况如下：

首次可注册 1-3个专业——医师首次
注册的，根据所在医疗机构工作开展情况
注册相应专业，鼓励注册同一类别 1-3个
专业；鼓励注册儿科、康复医学、急救医学、
精神卫生、医学影像和放射治疗、医学检
验、病理等人才短缺专业。

已执业的可加注 1-2个专业——已执
业医师只注册一个专业的，可根据所在医
疗机构工作需要加注同一类别 1-2 个专
业。具体依据原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关于医师执业注册中执业范围的暂行
规定》（卫医发〔2001〕169号）第六条办理。

助理考上执医，可直接变更执业范围

——执业助理医师考试取得执业医师资格
的，可以直接变更执业范围，不需提交其他
证明材料。

转岗培训后可加注相应专业——临床
类别医师参加儿科医师、精神科医师、全科
医师等转岗培训并考核合格后，可在原有
执业范围上加注相应专业。

执业范围仍有效的情况——医师变更
主要执业机构，注册执业范围继续有效。

不予变更和加注的情形——院前急救
和儿科短线医学专业加试合格执业医师、
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不予变更或加注执
业范围。

“目前我国医师执业注册范围共分临床、
中医、公共卫生、口腔四大类别，每个类别又
细分为不同的专业。根据此次出台的新政
策，允许基层医师在同一类别下加注多个专
业，就临床实际情况而言，就是让医生发挥多
学科骨干力量，体现能者多劳的价值。”省卫
计委医政医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的医
疗发展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更多的是全
科型人才，帮助人们解决各种各样的常见病、
多发病，管理慢性病，而专科疾患、疑难重症
则更偏向于交给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处理，这
就充分体现出了分级诊疗的价值。

核心内容

●已执业的可加注同一类别1-2个专业

●首次可注册同一类别1-3个专业

●助理考上执医，可直接变更执业范围

●转岗培训后可加注相应专业

●医师变更主要执业机构，注册执业范围继
续有效

我省举行预防出生
缺陷日主题宣传活动

9月 12日，省人口计生科研院举行
专家义诊咨询活动。本报记者 王平 摄

新闻故事

新闻速递

医生在病房查看张大哥病情。

本报讯（记者 曹萍 通讯员 万道静）近日，国家卫健委
发布文件，公布了第二批专科医师培训基地名单，河南省儿
童医院成功获批国家新生儿围产期医学专科医师规范化培
训基地。

专科医师培训基地的建设是国家八部委在我国住院医
师规培制度的基础上，将专科医师的规范化培训走向深入
的具体体现，使我国的医师培养体系更加完善，进一步与国
际接轨。

“河南省儿童医院是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国家级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为新生儿疾病诊疗中心争创专培
基地打下坚实的基础，医院新生儿疾病诊疗中心的规模、人
才素质、技术水平成为竞争的有力砝码。”河南省儿童医院
院长周崇臣说。

据悉，中华医学会新生儿学组组长、浙江大学附属儿童
医院杜立中教授，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科医师分会会长、八
一儿童医院封志纯教授，复旦大学儿科医院陈超教授以及
河南省卫计委教学科领导先后到医院视察教学基地，给予
高度的认可和赞扬，鼓励积极争创专培基地。

据介绍，新生儿围产期医学作为儿科专培基地的首批
试点，专科基地的选拔是第一步，随后中国医师协会将启动
对专培师资的考核，构建一支高素质合格的师资队伍。“河
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围产期医学专培基地将严格按照国家
卫健委和医师协会的要求，加强硬件和软件建设，学习先进
基地的经验，培养更多合格的新生儿专科医师，更好地为广
大儿童服务。”周崇臣说。

第二批国家新生儿围产期医学专
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名单公布

河南省儿童医院成功入选

郑大一附院专家在基层医院对青年医生进行业务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