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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 用实干托起梦想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建院50周年发展纪实

11月 22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郑州市老年健康促进行动在这

里启动，预示着郑州市老年健康服务

体系建设工程全面启动。近千名省

内外知名老年医学专家汇聚于此，共

同庆祝郑州市第九人民院（以下简

称郑州市九院）的50岁生日。

五十载风雨兼程，她历尽磨难，

奋勇前行，实现了从医苑幼苗到杏林

新葩的嬗变；

五十载峥嵘岁月，她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争创一流，完成了从蹒跚

学步到立身潮头的跨越；

五十载历经磨砺，她勇于开拓、

敢于创新，成为我国规模最大、老年

健康服务体系最全、社会影响力最大

的老年特色品牌医院。

这一切，皆源自她血脉中流淌着

的实干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郑

州市九院人，团结一心，砥砺奋进，无

私奉献，实现梦想。

我们感叹于她的成长速度，惊叹

于她的超前理念，赞叹于她为造福天

下老年人所付出的努力与艰辛，而这

些都蕴藏在郑州市九院五十年的发

展历程之中。

2005年 12月 29日，历史掀开了全新一页——
1969年成立的郑州铁路北站区医院更名为“郑州市
第九人民医院”，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此时，经
过多方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医院瞄准社会老龄化
趋势，围绕老年医学主体转型升级，在学科机制上

“大动手术”。
风雨兼程，一路高歌，几年来，郑州市九院涌现

出了一大批在郑州乃至全省、全国都叫得响的老年
特色诊疗中心，形成集群优势，带动了医院的整体
发展。

目前，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郑州市老年医院、
河南省红十字郑州医院、新乡医学院附属郑州第九
人民医院）设置开放床位 1200张，30个临床科室，2
个分院，拥有 1400 余名职工和百余台各类高科技
大型诊疗设备，年门诊量突破 34万人次，住院人数
达 1.6 万余人次，老年医学中心为河南省首家无陪
护病房，承担着国家区域性老年医养中心建设多项
科研项目，现为现代化三级老年专科医院。

随着在我国老年医养领域所取得的成绩，郑州
市九院也是全国老年友善医院、全国老年医疗照护
培训基地协同网络建设单位、国家级敬老文明号单
位、全国老年医院联盟副理事长单位、中国老年医
学会老年医院管理委员会副会长单位、全国缓和医
疗专业副主委单位。该院拥有国际合作交流站、研
究生工作站，临终关怀科的安宁疗护中心，为河南
省医学重点培育学科。老年病学、心理学是郑州市
重点学科，心血管病学是郑州市重点培育学科。

随着老年医养“颐和计划”的推行，郑州市九院
实现历史性跨越，树立了“为社会家庭分忧愁，为天
下儿女尽孝心”的品牌形象。成为国家区域性老年
医养中心，河南省老年医养协作联盟发起单位，河
南省红十字郑州医院。

2012年 12月 26日，对于郑州市第九人
民医院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更是我省老年
医养行业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河南省老年
医养协作联盟成立，郑州市九院院长白建林
当选联盟理事长。

自此开始，郑州市九院驶入了发展的快
车道，前来医院考察交流的医疗机构、养老机
构络绎不绝，承载着郑州市九院人梦想的“老
年医养航母”正式启航。

因踏实肯干，2012年，医院被郑州市政府
定为郑州市医疗资源倍增“一城十一中心”规
划之“区域性老年医养中心”。2015年，医院主
办全国老年医院联盟大会；全国政协教科文卫
体委员会专题调研组到医院就老年医养的最
佳实践到医院进行实地调研。2016年，医院举
办“河南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医疗机

构建设分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河南省老年医疗
机构建设与管理高峰论坛”，并当选为河南省
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医疗机构建设分
会会长单位；新乡医学院附属郑州市第九人民
医院正式揭牌。2017年，医院被河南省卫健委
按照三级专科医院纳入省“十三五”三级医疗
机构设置规划，并被确定为河南省安宁疗护示
范单位；成立郑州市心理医院（河南省首家国
际心理医院——“中欧国际合作心理医院”）和
郑州市九院荥阳医院2个院中院。2017年和
2018年连续两年被国家卫健委授予“改善医疗
服务示范医院”；老年科二病区荣获全国优质
服务示范岗。2018年，医院荣获首批全国老年
友善医院，白建林荣获全国“改善医疗服务优
秀院长”，医院老年科一病区、心脏中心双双荣
获全国“改善医疗服务示范科室”。姑息（缓

和）治疗中心被河南省卫健委授予河南省重点
（培育）学科。老年病科、精神心理科被郑州市
卫健委授予郑州市医学重点学科，心脏中心
被授予郑州市医学重点（培育）学科。荣获

“影响河南特色品牌医院”。
因成绩斐然，郑州市九院为全国老年医

院联盟副理事长单位、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老
年医疗机构管理分会副会长单位、全国缓和
医疗专业副主委单位、河南省老年医养联盟
主委单位、河南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
年医疗机构建设分会会长单位、河南省老年
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心血管预防与康复专业委
员会主委单位等国家、省、市多个专业学会的
主委单位，在老年病综合治疗和姑息（缓和）
治疗、安宁疗护等方面处于国内先进、省内领
先的水平，对推动全省老年健康事业发展、提

高老年患者的防治水平和安宁疗护专业学科
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随着老年医养学科技术实力和社会知名
度的不断提升，在郑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郑州市九院的硬件设施实现了质的飞
跃，符合国际标准的门诊、病房和手术室为就
诊患者提供了更高水平的服务环境，一举迈
入国内现代化老年医院先进行列。

目前，郑州市九院已成为我国医疗机构
老年病人颐养天年的典范；拥有各种疾病终
末期患者缓和医疗的话语权；拥有我国最为
规范的危重、长期卧床及生活不能自理老人
的疗护方式，昔日旧貌换新颜，昨天的“纯手
工”已经变成了现在的“数字化”，医院正以大
改革、大发展、大开拓的大手笔，全力描绘最
新最美的宏伟画卷。

乘风破浪“老年医养航母”启航2

一家医院的历史，写在院志上只是寥寥
数字，留在记忆深处的是荡气回肠的故事，展
现在眼前的是跨越式发展的雄姿，载入史册
的是永远铭记的丰碑。

在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中，在无任何
成功案例可借鉴下，郑州市九院独自前行，拓
展了新方法、探索了新方式，推出的四大老年
特色诊疗中心，为我省乃至我国老年医养学
科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点燃了老年医
学发展的新引擎。

老年无陪护中心：“医疗护理、心理护理、
生活护理”开创三位一体无缝隙老年无陪护
新模式。

老年无陪护中心，开创我省首家无陪护
病房先河，建立“医疗护理、心理护理、生活护
理”三位一体无缝隙老年无陪护新模式，随着
社会需求的加大，老年无陪护中心现设有两
个病区，床位数已由最初的 50张，增加到现
在的200张，护理人员的配备完全按照《中国
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执行，每100张病床
配备40—45名护士，老年无陪护中心的200
张床位配备有80名护士。

姑息治疗暨安宁疗护中心:开展姑息治
疗与临终关怀医疗服务，为老年人和各种终
末期疾病患者开启安详尊严之门。

姑息治疗暨安宁疗护中心，是我省首家
对各种疾病终末期患者提供姑息治疗与临终

关怀医疗服务的医院，设有两个病区75张床
位，为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姑息治疗暨安宁
疗护中心。该中心由医学博士李玲赴美学习
姑息治疗与临终关怀专业后创立，将欧美肿
瘤姑息治疗的临床经验结合本土患者的特
点，为患者和家庭成员提供先进临床医疗和
特色人文关怀的综合服务。

目前，该中心引进北京协和医院姑息（缓和）
医学教学，并与科研团队，并与北京生前预嘱推
广学会、美国和澳大利亚姑息（缓和）临床医疗与
护理团队建立了长期合作，拥有目前省内乃至国
内技术力量较为先进的综合医疗护理专业团队。

该中心被评为“河南省癌痛规范化治疗
示范病房”“郑州市癌症疼痛治疗中心姑息治
疗暨安宁疗护病区”，被确定为“郑州市医学
重点培育学科姑息治疗科”。

2015年 7月 1日，郑州市九院向郑州市
红十字会捐赠100万元救助基金，设立“肿瘤
终末期·癌痛患者救助基金”，用于救助在郑
州市九院住院的郑州市及周边地区罹患肿瘤
的终末期及癌痛贫困患者。

老年心脏中心兼心血管介入中心：引进我
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助力学科发展，为突发心
脑血管疾病老人急救提供最有效的治疗方式。

2015年 3月 11日，国家卫健委启动“中
国急性心肌梗死规范化救治项目”，强调急性
心肌梗死患者从接诊到开始冠脉介入性诊断

和治疗要在120分钟内完成。
鉴于医院的特殊病人群体，2013年，医

院引进我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医学博士、北
京大学心血管博士后赵明中为老年心脏中心
主任、心血管介入中心主任、心血管内科首席
专家。针对老年心脏疾病发生增长的趋势，
医院成立心脏中心，下设心血管内科一病区、
二病区、CCU病区、心血管介入中心、心脏康
复单元（包括体外反搏治疗中心）和心血管病
实验室。2015年 7月 3日，医院主办了全国
首届“心血管病整合医学管理模式学术会议
暨郑州老年心血管病高峰论坛”。

心理医院（原心理卫生中心）：积极开展
国际合作项目，为国家、省、市等各类教学科
研基地。

医院的心理卫生中心设置有开放心理病
区、行为医学病区、传统模式的封闭病区等4
个病区，为国家、省、市等各类教学科研基
地。2011 年，郑州市政府将“郑州市心理
援助热线”依托原郑州市卫生局设在郑州
市九院。并联合“晨露国际”成立国际合作项
目——“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中心”。

众爱济沧海，涓涓暖民心。郑州市九院在
公益道路上不断前行，为众多百姓送去了爱心
与温暖。医院和郑州慈善总会联合开展的“九
院·夕阳红”医疗救助慈善项目，为60周岁以上
老年住院患者和贫困家庭患者提供救助。目

前已为200余人次提供40万元的基金救助。
对我省三门峡市卢氏县、新密市袁庄乡

持续开展健康帮扶系列义诊活动，医院共组
织专家团队和工作人员96人次，为当地超过1
万人次提供了彩超、血糖、健康咨询等义诊服
务，开展心理培训1500人次，开展手术5台。
在进行医疗健康帮扶之外，医院还向卢氏县第
二人民医院等3家医疗机构捐赠了2台电脑、
20张病床，慰问因病致贫贫困户12户。为来
医院住院的贫困患者报销自费费用10789.06
元，义诊的同时为贫苦患者送去健康大礼包
364份，礼包价值共计100300元。近年来医
院为精准扶贫工作共投入资金21.8万元。

除此之外，医院每年利用各种健康节日
开展进社区义诊和大讲堂活动，年平均 31
次，听众人数约 1360 人次，发放资料 4500
份,投入资金约8100余元，健康咨询3212人
次，制作展板31块，条幅23条。

这样的医院，这样的医务工作者，源于全
院职工统一的思想，与走心走实党建工作的
引领，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
期间，医院内部开展了“学身边榜样”“人人争
做先锋”等系列活动，使全院职工真正实现干
在实处，走在前列。郑州市九院人唱响主旋
律、传播正能量，凝聚起服务百姓的巨大力
量，许许多多令人感动的瞬间被留存在人们
心间，辉映着这方晴空。

突出特色 点燃老年医学发展新引擎3

新时代、新机遇、新发展。郑州市九院立
足老年医学，助力健康中原建设，为中原百姓
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为我国老年医养
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实例。

“三分医治，七分护理”，医疗行业是一个
对技术和服务要求都非常高的行业，而服务
水准的高低是医院形象的重要标志之一。

郑州市九院各临床科室根据住院病人
的不同特点，对服务方式和内容，进行了针
对性的设计，从细节入手，为住院患者提供
全方位服务。

在科室的装修与布局上，从一个扶手、一
个水龙头安装位置的设置开始，到病房电视

的安装高度，病人病床的设计，再到交班电子
制度的建立，对病人的称呼，接触时的一些肢
体和交谈语言……

比如姑息治疗暨安宁疗护中心要求所有
医生在检查时，听诊器必须加热后才能放进
病人衣服内，进入病人的病房前要敲门，建立
了医生与护士的联合工作站等；

老年科病人中很多患者常年卧床，针对
垫子比较厚的特点，他们自己设计病床，防止
患者意外坠床；

骨科将过去统一集中病人进行健康宣
讲，改为医生走进病房一对一进行愈后健康
宣传，更有针对性，也拉近了与患者之间的

距离；
心脏中心兼心血管介入中心建立的患者

术后康复中心，加大了康复治疗的力度，减少
了术后致残率，这在心脏术后治疗上是一种
突破；

…………
作为老年医院，在对老年患者的关爱上，

郑州市九院人做到了无微不至，独具特色的
压疮负压治疗、老年营养支持、老年综合评
估、老年健康管理及老年康复护理等治疗和
管理方式，不但获得了患者和家属的认同，也
使前来郑州市九院考察交流的医院和养老机
构原样照搬，带回当地后，受到了当地住院患

者和家属的一致好评，使“老年医养河南模
式”在祖国遍地开花，让更多的老年患者受
益，实现了“替天下儿女尽孝心、为家庭社会
分忧愁”。

五十载春华秋实，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
起点，在接踵而至的银发浪潮面前，郑州市九
院人深感自己肩头担子的沉重，医院的“十四
五”发展规划已开启，第一个目标，打造“中部
领先、全国一流的三级老年医院”已确立，他
们勇立潮头，一步一个脚印的在老年医院这
条道路上稳步前行，助力我国老年医学的发
展，共同奏响“健康梦”“小康梦”的“协奏曲”，
实现自己的梦想。

勇立潮头 助力我国老年医学发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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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老年健康促进行动启动

首批“老年友善医院”授牌

全国老年疾病“协同网络基层单位”授牌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老年关爱病房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