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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夏凡 陈钦正

站在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办窗前，

向远处张望，透过一行行郁郁葱葱的树木

和大片大片万紫千红的花丛，还有碧波荡

漾的湖水，巍然屹立的商丘古城尽收眼

底。联想刚刚经过的一座座古朴的小洋

楼，顿感这充满现代气息的医院有一种沉

甸甸的厚重文化在穿越、延绵。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韩传恩介

绍，医院历届班子遵循“重德、精业、求实、

创新”的院训，为适应时代的需要、科学发

展的需要、病人康复的需要不停地求变。

特别是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通过院容院貌整治、设备更新换代、人

才培养、学科建设、等级评审、文化引领等

举措实施实现了跨越性发展，向建设区域

性医疗中心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

怡人的环境

闪烁改革的丰碑

商丘，是中华文明之火点燃的地方，这

里让人们告别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

商部落首领王亥开拓生活生产方式，推动

劳动成果流通，这里成为三商之源；文哲大

师庄子“天人合一”“清静无为”的主张，开

启人们浪漫情怀和想象的创造力……改

革、创新，汇集中华五千年历史的长河。

时光流逝，岁月变迁，商丘市第一人民医

院全体职工秉承了先辈勤劳和智慧，以饱

满的热情、磅礴的气势，全力打造一座人

民群众心中满意的丰碑。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始建于 1912

年，前身是加拿大圣公会创办的圣保罗医

院，1998年 6月更名为商丘市第一人民医

院，迄今已走过一个多世纪的历程。40

年来，在保存医院历史文物建筑原貌的前

提下，医院先后建成门诊楼、病房楼、儿科

医技综合楼、职工餐饮中心。医院的建筑

从最高的3层发展到现在的17层，建筑面

积从 9000 平方米拓展到现在的 20多万

平方米。人们在“花园中行、明亮诊室坐、

四季如春的病房住”，告别过去医院内外

都是土路，晴天风沙弥漫，雨季泥泞不堪，

周边聚集小商小贩，场面非常混乱的落后

医疗环境。商丘市市长张建慧多次亲临

现场，帮助扩建、改善环境解决实际问题，

提升规划。该院对过去陈旧、潮湿的门面

进行改造，修造了一片片花园、一处处草

坪。现在，医院院内四季常青，郁郁葱葱

的绿色植物为患者提供良好的治疗和休

养环境。随着商丘古城及8000亩湖面的

全部恢复，位于一侧的商丘市第一人民医

院周围环境将更加幽美。

来自邻省的患者李东方说：“这漂亮

如画的环境，温馨如家的服务，让我常常

幻觉于诗境中。”

先进的设施

展现改革的光辉

患者家属方仲亮掏出过往的病历，含

糊地叙述情况，医生询问中刷下就诊卡，

马上点出复诊目的，还表示：“你这项检查

再也不往外跑了，现在我们也能！”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在继承“一根银

针治百病，一把听诊器观万人”的传统诊

疗方式的同时，为适应复杂的病症和现代

多元化需求，也积极与时俱进，全面加强

硬件建设。过去，医院只有简单的诊疗器

械，靠“听闻望切”经验诊断常规病情，做

些简单的小手术，大量患者只能外出“高

攀”名医，奔波、折腾增加了他们的痛苦。

该院领导认为，这现象与作为市级区域性

医院的改革发展理念不相匹配，应该努力

成为新技术应用基地，让一方百姓在第一

时间享受到最新医疗技术服务，切实体现

“以病人为中心”“患者至上”。几年来，该

院多方筹资，先后购入瓦里安直线加速

器、GE64排宝石螺旋 CT、飞利浦 256层

极速CT、GE3.OT核磁共振、飞利浦数字

减影血管造影机(DSA)、GE 单光子发射

计算机断层扫描仪等大中型先进诊疗设

备，达到了国内先进设备水平。他们通过

“巨人同行”计划，与“名医”“大家”联姻，

邀请美国梅奥诊所、北京协和医院等国内

外知名医院专家来院进行学术交流、教学

查房、手术观摩，建立了分子病理实验室、

遗传与不孕不育分子生物实验室，成为国

家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基地。医院还每年

拿出200多万元的科研经费，奖励医护人

员科技创新，填补了多项省市空白。

高端的人才

保障改革的成果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李成

钦表示：“只要是人才，品德好，有能力，有

干劲，能创新，我们就会为他营造条件，提

供平台，发展没有‘天花板’。”

近年来，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实施出

名医、建名科、创名院战略，形成了“人有

专长、科有特色、院有重点”的发展格局，

并通过重点学科建设，引进优秀人才，带

动了一批优势学科发展，提升了医院的核

心竞争力。

该院通过制订高学历人才引进优厚

条件和人才培养计划，先后引进医学博

士、硕士人员 300余名，大大改善了人才

结构，为医院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选

拔 200多名素质好、品行好、有潜力的中

青年专业技术人才到国内外先进医院进

修学习，并举行院级讲座 130余场，为医

院学科发展和人才储备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医院现有专业技术人员 2259人（高

级专业技术人员252人、中级专业技术人

员 701人），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3人，省卫

生计生科技创新型人才“51282”工程领

军人才 1 人，市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7

人。2012 年至 2017 年，发表论著（文）

2650篇（医疗论文 1538篇，其中有 48篇

论文被 SCI收录；护理论文 1112 篇），申

报国家专利 8项，获得省科技进步奖三等

奖 1项，省科技普及成果奖一等奖 3项，

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1 项、二等奖 3

项。2017年 9月通过河南省卫生计生委

审核，内科、外科、全科、儿科、妇产科、超

声科、神经内科 7个专业基地成功申报为

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医院

先后成为新乡医学院非直属附属医院，

河南大学医学院、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等医学高等院校的临床教学实习医

院。2018年 10月 30日成为徐州医科大

学商丘临床学院。

学科的细化

精准改革的方向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坚持学科建

设，发挥医技领军人物作用，鼓励争创一

流学科，完善科室协同合作机制。医院

前 60 余年与近 40 年更是不可同日而

语，由原来只能做阑尾炎、疝气、眼外科

及简单的口腔治疗等手术，发展到现在

可完成绝大多数重大手术。目前，医院

的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小儿内科学、

眼科学、内分泌学已成为河南省医学重

点学科和培育学科，并持续完善和壮大

胸痛中心、脑卒中中心、创伤中心、危重

孕产妇救治中心、危重症儿童和新生儿

救治中心 5个中心建设。同时，细化专业

分科，先后成立了疑难病会诊中心、肝胆

外科、甲状腺乳腺外科、关节外科、脊柱

外科、介入科、小儿外科等专科病区。医

院鼓励技术创新，开展的腹腔、胸腔、宫

腔镜等各类微创手术，脑动脉瘤夹闭术、

经皮肾镜取石术、直肠癌保肛根治术、外

科多项微创手术、冠状动脉搭桥术及支

架植入术、心脏双腔起搏器植入术等先

进医疗技术，均居省内领先地位。儿科

医技培训中心综合楼的竣工使用，使医

院儿科诊疗体系进一步完善，为医院争

创豫东儿科诊疗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进一步完善了重症医学救治体系，

可对疑难重症进行多学科会诊，使疑难

危重症的救治水平大幅度提升。商丘市

重症医学中心、儿科诊疗中心、肿瘤治疗

中心、医学影像中心、临床检验中心、眼

科中心、病案质量控制中心、危重新生儿

救治中心、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病理质

控中心在该院设立。2017 年，医院出院

患者 8.02 万人次，治愈好转率同比有较

大提升。2018年 9月 20日，医信天下互

联医学标准委员会发布了 2018 年中国

医院影响力排行榜，该院神经外科、儿

科、呼吸内科、产科分别进入专科排名

100强。

文化的传承

弘扬改革的人文情怀

11月 16日下午，一位患者家属王某

来到肿瘤科二病区求援，想请护士到商丘

市睢阳区临河店乡卫生院帮助患者护理

PICC导管。护士长黄云娜了解情况后，

决定派人前去，护士李玉芹立即请缨，表

示下班后就去，护士陈香宏、沙莎知道李

玉芹孩子小，下班还要照顾孩子，争相要

求代替李玉芹出诊。陈香宏、沙莎出诊返

回医院已是“万家灯火”，患者、家属及乡

卫生院的医护人员对她们表示由衷的感

谢，表示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真是

医者仁心，处处为患者着想，为大家树立

了榜样。

该院经常组织医护人员深入乡村为

贫困户诊疗，2018 年还专门为“商丘好

人”体检。正是经过历代医护人对“救死

扶伤”的执着，对“温暖万家”的慷慨，对

“惠及世代”的追求，传承建院初心，不懈

努力，加快了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全面

发展。

该院通过组织“道德讲堂”学习和“我

是爱的天使”“放飞青春的梦想”等演讲、

歌咏比赛，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提升员工文

化素养；以微笑服务使患者心情愉悦；以

坚守治病救人的神圣使命，恪守患者至上

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确保事业常青、基

业不败。

在该院，处处都能感受到浓浓的文化

氛围。

走进荣誉满载，百年文化积淀的商

丘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史馆，丰富的图片

和翔实的资料无不展现了医院近百年的

奋斗史。该院史馆建筑是 1923 年落成

启用的一座两层木质结构的欧式小楼。

是圣保罗医院创始人之一、加拿大籍演

员大山先生的祖父饶大夫当年生活的地

方。院使馆全方位展现了该院的历史、

文化、科技、服务与发展，展示了医院的

形象与实力，全天候向社会开放，成为医

院传统教育阵地。

为传承和弘扬医院文化，该院与当

地媒体合作开办的“百年医院，爱满人

间——听我们讲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的

故事”专栏已编发医院故事100多期。通

过一个个医护人员为患者服务的鲜活故

事，展示了医院风采，弘扬了医院文化，传

播正能量，塑造医院的良好形象。

等级的提升

让群众享受到改革的福利

近日，商丘市委书记王战营到商丘市

第一人民医院调研卫生健康工作时强调，

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医德修养，切实提

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为全市人民的幸

福生活、为推动商丘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

的健康保障。

商丘第一人民医院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认真履行“一岗双责”，

医院坚持高标准定位，高起点规划，办院

规模有序扩大，人才队伍、学科建设、管理

效能得到跨越式发展。

该院于 1996年成为二甲医院，2015

年成为商丘市首家三甲医院，填补了商

丘市三甲医院的空白。该院等级创建

中，全面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努打造群众

满意医院和诚信品牌，连续 8年通过“两

围绕”服务活动（医护人员围绕病人转，

行管科室围绕临床一线转）的开展，有效

缓解了病人检查排队的现象；在护理部

门开展了全程优质服务，做到走在“红

灯”呼叫前；在窗口部门开展了对病人

“十米关注、三米问候、一米帮扶”活动，

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实行首诊负责

制、三级医师查房、值班制度。该院坚持

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节约医疗成本，减轻

患者就医负担。医院还严格执行质控医

师制度，加强院科两级管理，医疗质控关

口前移，提升病历内涵质量，杜绝各类事

故发生。

近年来，医院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基层

党组织、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全国爱

婴医院、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全

国医院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全国模范职工

之家、全省改善医疗服务工作先进集体、

全省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全省医院文

化建设先进单位、全省卫生计生系统安全

生产先进单位、河南省群众满意医院、河

南省平安医院、河南省创新医院、商丘市

平安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商丘市医院行业

作风建设先进单位等称号。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原内科医生李

桂真曾说：“我大学毕业后走进这里，见证

了几十年来的变化，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

而起，一台台高新设备快速运行，一项项

科技落户，还有依城傍水的环境，也为我

们带来了活力和灵气。”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求变，激发奋进的“头雁效应”

重德、精业、求实、创新——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向建设区域性医疗中心的目标阔步前行

“出名医、建名科、创名院”战略，形成了“人有专长、科
有特色、院有重点”的发展格局

走进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要让患者有到家的感觉

嘘寒问暖，微笑服务，处处体现着对患者的关爱

先进诊疗设备，让患者在第一时间享受到最新医疗技
术服务

先进的设备+高端的人才，提升了医院核心竞争力

（本版照片由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