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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两甲子 惠民三世纪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120余年砥砺前行侧记

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及医院名
气与实力，“北协和、南湘雅、中惠民”的说法，
就在当时的医疗界广为流传。

与百年之前的辉煌相比，如今的新医一
附院不遑多让。

“我清楚地记得，手术结束没几分钟，贝
贝就从手术台下来了，手术全程中，她还能
与医生说话沟通。”提起那场轰动全国的开
颅手术，当时曾全程参与的一附院医疗事业
发展部副主任郭楠记忆犹新，“问孩子几个
简单的问题，她能对答如流嘞。”

这是在2007年，新医一附院神经外科联
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总医院，成功开展了大
陆首例全过程清醒开颅手术，引起全国社会
各界高度关注。当年15岁的女孩儿贝贝，如
今已成家做了母亲，过着平静幸福的日子。

作为河南省医学重点学科，该院神经外
科技术水平在省内首屈一指。医院相继开展
了大陆首例全程清醒开颅切除功能区脑肿
瘤、开颅脑动脉瘤夹闭术、脑深部刺激电极植
入术治疗帕金森氏病、颅内外血管搭桥治疗
烟雾病等；在省内率先开展了冠心病的介入
诊疗及经皮肺动脉瓣球囊扩张术等多项心脏
介入诊疗技术；成立全省首家前列腺绿激光
手术培育基地，河南省首例粪菌移植……先
后创下的多个首家、首例，是新医一附院持续
打造豫北“医疗高地”的一个缩影。

神经外科学、心血管病学、神经病学、小儿
内科学、肿瘤治疗学是新医一附院的重点优势
学科。据业内专业评测机构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医院影响力排行榜100强中，该院神经
外科、结核内科的实力排全省第一，此外，儿
科、感染科、血液专业、心外科等多个专业也名
列全省前茅。而新近成立的胸痛中心、高级卒
中中心，正见证着医院诊疗水平的不断攀升。

今年 4月，辉县市患者李某突发心肌梗
死，家人立即拨打了胸痛中心电话。一附院
的救护车中午 12:20接到病人，下午 13:53
便被送进了介入室，经过介入治疗打开了堵
塞的血管，最终患者痊愈回家。

医院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从病人入医
院大门，到开通梗死血管的时间，已经由原
来的平均120多分钟，降至如今的平均76分
钟。对于心肌梗死的患者来说，时间就是心
肌，时间就是生命，血管开通时间的缩短意
味着，与时间赛跑的新医一附院医务人员能
够挽救更多的生命。

去年7月 27日，医院胸痛中心一次性通

过国家认证，并于9月 15日获得中国胸痛中
心总部授牌。自此，新医一附院正式进入了
急性胸痛患者救治的快车道，使区域内的急
性胸痛患者救治水平大大提高，不仅仅是快
速，更是规范、准确的诊治。今年，经过国家
卫健委脑防委专家组考评，该院卒中中心被
正式命名为“高级卒中中心”。

新医一附院院长赵国安认为，医疗技
术、诊疗水平和学科建设，是判别一家医院
医疗服务群众能力大小最直接的衡量标
准。为此，医院在人才引进培养、学科建设、
科研能力、对外交流等方面投重资、下大力，
连连祭出大手笔。譬如，与中国工程院樊代
明院士共建新乡整合医疗中心；聘请英国伦
敦大学国王学院张敏博士担任心脏中心副
主任及首席专家；聘请哈佛大学医学院刘玉
珍博士担任神经病学研究所所长……

针对年轻的高素质人才，医院全力引
进——以博士生为例，提供 50万元安家费、
5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一套120平方米住房。

人才培养方面，医院始终秉承一个原
则——不但要引进来，还要送出去。仅从去
年至今，该院就选派了将近200名科室骨干、
优秀青年医师奔赴世界各地学习，学成归国
以先进的理念与技术服务于人民群众。

在香港艾力彼“2017中国地级城市 100
强”医院排名中，新医一附院位列第23位，较
2016 年提升 11 个位次；“2017 中国地级市
医院 16个专科 30强”排名，该院 15个专科
榜上有名。

引进国内外先进医疗技术、不断提高诊
疗水平的同时，不仅致力于让患者看得好
病，还关注患者看得起病，是这所百年名院
的基层担当。

家住卫辉农村的高大爷，是村里的五保
户，由于年事已高，且患有耐药性肺结核，几
乎每年都要住院一次，一次花费上万元。不
过，自从他到新医一附院看病以来，就再也
没为看病花钱的事发过愁。

原来，新医一附院的第二名称是河南省
结核病医院，在这里，高大爷不仅可以享受
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还可以享受到各项减
免优惠。这里的普通结核病人，治疗费用减
免 20%，上限为 2000 元；低保户和伤残军
人，减免 30%，上限 3000元；像高大爷这样
的五保户，费用经新农合报销之后，剩余的
费用全免，可以说，高大爷在这里治疗结核
病，基本不花钱。

“上新医一附院看病，花钱少！”如今已
是新乡及周边不少地区群众的公认看法。
据 2018 年河南省医疗行业发展数据显示，
新医一附院在提供优质的省级医疗服务前
提下，出院病人平均费用仅为同级别医院的
65%。作为一家三甲医院，新医一附院如何
做到？

其一，招标之后再议价。药价高，是看
病贵最直观的表现。药品采购招标之后，新
医一附院又采取院内药品二次议价制度，把
药品实际价格控制在招标价格之下。去年9

月至今，该院不仅实现了药品零差价销售，
还将零售价降低到了省定标准以下，此举大
大受到门诊、住院病人的欢迎。不仅如此，
医院附近的群众也纷纷来医院买药，直言

“质量有保障，还不贵”，这让医院药学部笑
着“抱怨”——工作量又增大了！

其二，培养临床药师，杜绝不合理用
药。2014年，新医一附院在全省率先成立了
国家级临床药师培训基地，4年来，为我省医
疗机构输送了大批合格的临床药师。

其三，开展药物基因检测，确保精准用
药。用药基因检测，就是针对与药物反应相
关的基因密码进行解读，预测患者对于不同
药物的不良反应程度，指导临床更加有效用
药，达到提高药物疗效、降低药物毒副作用、
减少医疗费用的目的。

其四，控制医用耗材进价，降低高端检

查收费。为此，新医一附院制订了《医用耗
材降价方案》，成立了医用耗材议价管理委
员会，对心血管介入类、骨科类等 25类高值
耗材进行三轮降价谈判，最大降价幅度达
40%，确保处于全省低价水平。

今年 3月份开始，该院放射科大型仪器
检查主动降费，320排CT按 64排机器收费，
基本扫描项目由 585元降至 390元；CTA检
查由1400元降为1100元。

新医一附院还不断推进健康扶贫，让贫
困户除“病根”，拔“穷根”。封丘县贫困户姬
周玉，18岁那年在建筑工地打工时从 11米
高的台架上摔落，造成腰椎粉碎性骨折，双
下肢瘫痪在家卧床 8年。2017 年 10月，新
医一附院通过“博济爱心基金”对姬周玉实
施无偿救治。3个多月的全方位康复治疗，
让姬周玉重新站了起来，如今，借助支具已
经能够走上500多米。

汤阴县贫困大学生马安琪因家庭贫穷、
母亲病重而陷入困境，医院通过减免一些治
疗费用、职工爱心捐款等措施，帮助她重拾
对人生的信心，中央电视台以《病魔再凶，我
们和你在一起》给予了报道。这样的扶危济
困已经成为了医院的一种文化。

2010年起，该院联合河南省慈善总会开
展“博济爱心基金”医疗慈善公益活动，对患
有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先天性儿童心
脏病等疾病的贫困患者提供援助。至今已累
计救助约4000人，发放救助金2344万元。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多年来始终是国家
医改的关注重点。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开门
办学，下乡办医”的新医一附院，就已身体力
行，坚持在做这项工作，可谓殊途同归。

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医院创始人罗
维灵，就在豫北多地广泛行医。其子罗光普，
除了在门诊接诊和收治住院病人外，他还自
备一辆自行车，主动外出到附近村庄接诊急
诊病人，即使深夜也随叫随到。冬季农闲时
节，带一顶大帐篷下乡，在帐篷里为病人看
病，培养乡村医生，在豫北地区建立了涵盖

“县乡村”的三级医疗网。
新中国成立后，医院更注重服务基层群

众，始终保持着和人民的天然亲近感。1960
年左右，外科主任段美卿、豫北医专党委书记
魏文超等带领各科医生组成“医疗队”，自己
驾辕拉着大马车，装着“X光机”“发电机”等
医疗设备到最缺医少药的“山区”“边远县乡”
免费巡回医疗，每到一处就诊求医问药的群
众蜂拥而至。像赶“年会”似的“豫北医专医
疗队”走遍豫北，乃至全省。

医院在1999年便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城乡
医疗服务中心，开展接诊上转的疑难重症患
者，举办义诊活动。至今，发展成为医疗事业
发展部，其职能从单纯的上转义诊，发展成多
渠道的服务体系，其中包括上下转诊，到豫北
各个地区开展县、乡、村医师培训，接收各级医
疗单位人员的进修等。近二十年间，组织各种
义诊体检活动上千场次，培训各级医师数万
名。近年来，医院更是坚持开展“百年名院，百
名专医”的大型义诊活动。2011年 3月，在滑
县成立新医一附院滑县分院，当地人民足不出
县，就可享受到省级的优质医疗资源。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医一附院先后三次
荣获全国卫生先进集体称号。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儿科医生周福军
是钱惠茵教授的学生，自 2013年，他和他的
医疗公益志愿服务者团队建起了“手机医学
院”，先后自费约10万元，组团去村里义诊，手
把手带教乡村医生。近两年，医疗公益志愿
服务者团队走到新乡、鹤壁、安阳等豫北地区
的数十个乡村，累计讲解百余个疾病专题，惠
及乡村医生近千人次。

在豫北大地，新医一附院已建起了一艘
“医疗航母”。这艘“医疗航母”，就是该院于
2016年建立的“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
疗集团”，是医联体的一种形式。两年间，豫
北地区 14家县市级医院主动“上船”，利用新
医一附院“人才库、智力库、科技库”的优势，
实行“两院一科”模式，畅通“双向转诊”渠道，
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尤其是近年来，新
医一附院创新工作方法，通过住院医师培训、
专科护士培训、手机医学院等方式，加强基层
卫生队伍建设，大力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做基层医疗的“守门人”。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中国的传
统文化中，60年为一个轮回，一个甲子年象征
着周而复始；两个甲子年，寓意着生生不息、
创新发展。院长赵国安告诉记者，拥有 120
余年辉煌历史的新医一附院，将继续坚持以
临床为中心，以科研为引领，医教研协同发
展，争取建成全国知名、中原经济区领先的医
学中心，围绕人民群众的所需所急提供更好
的医疗健康服务，为把我国早日建成健康强
国贡献一份力量！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宋红胜
本报通讯员 段桂洪 宋鹏翀

虽偏居豫北一隅，却久负盛名，拥

有超过120年的悠久历史；坐落在小县

城卫辉内，影响力却早已辐射整个豫

北乃至中原大地。这就是全国唯一一

家扎根县城的省级三级甲等高校附属

医院——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国家有难时，它挺身而出。抗战

时期，大量收治中方伤兵和被日寇飞

机炸伤的百姓，病房长期爆满；唐山大

地震时全员上阵，不分昼夜营救伤员；

“非典”期间沉着应对，组建 9支医疗

队，分赴各地开展防治增援……

120余年风雨兼程，从清末的博济

医院，直至 1982年定为新乡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新医一附院），

因时局变动和社会发展，它曾十余次

易名，但始终不变的，是“仁心仁术 博

济惠民”的医道。

今年7月，新医一
附 院 的 普 通 护 士 刘
珊，突然间火遍大江
南北。

原来，在照料重
伤病患时，刘珊手臂
突然被患者咬住。因
担心挣脱会导致病人
身上的插管脱落，刘
珊一直没有将手臂拿
开。直到医护人员给
患者打了镇静剂后，
患 者 才 慢 慢 松 开 牙
齿，此时刘珊已坚持
了3分钟，手臂上深深

的牙印触目惊心，让人看着都心疼。这一感人事迹
被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官微、新华网官微等全国各大
媒体先后报道，广大网民称她是“真正的白衣天
使”。在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公益评选中，刘珊获
得第251期唯一的一等奖。

和平年代能爱岗敬业，战火年代敢共赴国难，在
新医一附院，从不缺乏这样的医护人员。

时光穿梭回到 1937 年，医院一名女护士栗秀
真，冲破各种阻挠和教规约束，毅然投笔从戎，赴南
京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从那时起，红色基因的血脉，
代代赓续。

始建于1896年的这家医院，前身为加拿大医学博
士罗维灵等创办的博济医院。因与病人之间结下了深
厚情谊，罗维灵被豫北群众亲切地称为“老罗大夫”。罗
维灵之子罗光普，从小在河南长大，直到高中毕业后才
赴加拿大攻读大学，获取医学博士后又回到河南，投身
于当地的医疗事业。在抗战时期，罗光普与另一名加拿
大医生成为好友，当过其助手和翻译，并掩护其通过敌
占区来到延安。这名加拿大医生，就是白求恩。

抗战爆发后不久，医院便成立了汲县抗敌委员
会，承办战场救护常识训练班，主讲为栗秀真。此
后，医院大量收治抗战受伤的中方伤兵，以及被日寇
飞机轰炸而受伤的当地平民，病房长期爆满；1938
年，汲县被日寇占领，院领导为保护伤兵、平民，全力
与日寇周旋……

医院历代医疗人员言传身教，“红色基因”一脉
相承。唐山大地震时，全员上岗，不分昼夜地抢救、
照护500余名受伤群众；新中国成立后，新医一附院
先后选派 100余名医疗骨干，参加援疆、援藏、援非
医疗队，开展医疗援助；2003年，“非典”期间，作为
抗击“非典”涉外和应急定点医院，先后接诊发热患
者数百例，组建的9支医疗队，分赴各地开展防治增
援工作；2008年，5·12汶川地震时，新医一附院派
出12名骨干医生组成救援队奔赴救灾现场，并被授
予“全国工人先锋号”……

钱惠茵教授，中共党员，被称为“儿科七大家”之
一。一位江南水乡的妙龄少女，扎根豫北农村一干
就是 53年，为成千上万豫北儿童带去健康，培养了
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儿科医生。她离职返乡那天，
500余人自发送行。在这里，和钱教授一样的优秀
医务人员不胜枚举，处处彰显着先进基层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2012
年，医院党委还被授予“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创先争优
活动先进集体”的称号。

“没有一个职业像医护人员这样神圣而责任重大，
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属于每一个人只有一次的生命，以
及一个个家庭幸福的托付。”新乡医学院工会主席、新
医一附院党委书记邵金远告诉记者。百余年来，该院
之所以能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典型人物，是因为这里厚
植了先进人物生长的“土壤”，具有悠久且优秀的文化
底蕴。“仁心仁术，博济惠民”的背后，是新医一附院“红
色基因”的一脉相承，是历久弥新的初心不改。

百年名院
“红色基因”一脉相承

豫北“医疗高地”
引进人才连祭大手笔B

基层担当的惠民情怀
让群众享实惠C

资源下沉贴近基层
与群众始终天然亲近

医 院 钱 惠 茵 教 授 获
2018 年首届“河南最美医
生”奖

全国唯一一所地处县城的百年省级三甲医院

A

D

““百年名院百年名院 百名专家百名专家””惠民义诊惠民义诊

钱惠茵教授退休返乡，500余人自发相送

大陆首例清醒状态下开颅手术

“博济爱心基金”已累计救助贫困患者
4000余人，发放救助金2344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