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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李中心 杨静谊

今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县考
察调研时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
生，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办好群众
所急、所需、所盼的民生实事。”

初心不忘，使命担当；悠悠民生，健
康最大。多年来，河南省中医院（河南
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以提高基层
中医诊疗水平为己任，积极贯彻落实中
央“健康扶贫”精神，积极响应省政府、
河南中医药大学健康扶贫部署，与新县
中医院结成帮扶对子，从人才、技术、设
备、专科建设等多方面进行帮扶，让老
区人民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水平的中医
服务，为这片革命热土的全面小康之路
提供了坚实的健康保障。

精心部署 筑牢对口帮扶基础

新县地处大别山腹地，医疗服务能
力薄弱，城区距离信阳市区、省城郑州较
远，群众得了大病多到距离相对较近的
邻省湖北襄阳求诊。2019年 4月 29日
一大早，新县中医院一下子涌进了200
多名患者，不大的院子显得特别拥挤；大
家在医护人员的督促下排队候诊，但不
断涌入的患者让队伍越来越长。原来，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党委书记王海亮、院长崔应麟带
领义诊专家团来新县中医院义诊了！义
诊团的专家们都是重量级的：孟毅教授
德高望重，是心脑血管病专家；郭会卿教
授擅长手法正骨，是河南省中医院骨伤
学科负责人；孟庆良教授诊治风湿性疾
病在省内外患者中有口皆碑；孟泳教授
是诊治呼吸系统疾病的资深专家；而派
驻新县中医院的聂恒、秦合伟博士，是河
南省中医院的优秀医疗技术骨干。老区
的患者闻讯争先恐后地前来就诊。当日
中午一点，专家团义诊260余人，还有不
少患者在排队候诊，而此时新县中医院
中草药房部分库存草药已用完了。河南
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院长崔应麟向正在排队的患者承诺
说：“下午义诊继续，我们的两位博士长
期在新县中医院工作，大家哪一天来都
能找到他们。”

崔应麟所言不虚，彼时医院派驻新

县中医院的帮扶专家已经在新县中医院
开展工作几个月了。早在2017年，两家
医院已在专科建设等方面展开合作；
2018年 7月，河南中医药大学与新县县
政府开展“校地结对帮扶”，作为河南中
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河南省中医院
与新县中医院正式“联姻”，结成帮扶对
子。医院制定了《河南省中医院关于结
对 帮 扶 新 县 中 医 院 工 作 方 案
（2018-2020）》，为帮扶工作规划了实施
蓝图；党委书记王海亮、院长崔应麟任结
对帮扶小组组长，亲自抓《方案》落实。
《方案》以人才培养为重点，帮助新县中
医院提高常见病、多发病、部分急危重症
和疑难病的中医药诊疗和处置能力，打
造一支带不走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帮扶
绝不是‘热闹一阵’，而是要让先进的医
疗技术在当地生根发芽。”王海亮的话表
明医院对帮扶工作的决心。

为将《方案》真正落到实处，王海亮
书记、崔应麟院长等医院领导班子成员
多次深入新县中医院走访调研、沟通协
调，为帮扶工作顺利推进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医院从各业务部门遴选出“骨干
精英”组成了帮扶专家团，并选派医院党
委委员、院长助理李中心为新县中医院
挂职副院长，专职负责结对帮扶工作。
2019年1月，首批帮扶专家聂恒、秦合伟
博士进驻新县中医院；随后，李科、高龙、
李鸿章、周松林等一批批医院临床优秀
技术骨干陆续进驻新县中医院。

提升技术 培养人才
全面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新县是革命老区，红色基因、大别山
精神在这里代代传承。崔应麟深情地对
帮扶专家说：“到新县去不仅是帮扶，更
是接受洗礼、感悟初心，要学习发扬老区
精神，用实际行动回馈老区人民。”专家
们感到了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他们暗下
决心，决不能辜负学校和医院领导的嘱
托、不辜负老区人民的殷殷期望。

李鸿章博士接诊了一位跟痛症的
老人，患者半年来多方求诊未果，听说
县中医院来了省城专家，抱着试试的态
度来就诊。只见李鸿章博士手拈一根
毫针，快速刺入患者右侧手腕正中部，
稍加提插捻转后，让患者行走和跺脚，
两分钟不到，患者兴奋地说足跟不痛

了！跟随李鸿章博士学习的新县中医
院周小丽大夫，目睹了针灸的神奇疗
效，下决心跟随李鸿章博士学好针灸技
术。李科医生接诊了一位18岁的抽动
症患者，他运用针灸配合星状神经节阻
滞技术治疗几次后，患者病情很快改
善。李科手把手教新县中医院的胡守
繁，他很快就掌握了这项技术。“太好
了，以后我们就找胡大夫看病了！”家属
高兴地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变“输血”
为“造血”，帮扶专家通过业务培训、临
床带教，一批当地的年轻医生开始独当
一面，一项项实用技术在新县中医院落
地扎根，越来越多的老区人民在家门口
就把病看好了。截至目前，帮扶专家在
新县中医院举办讲座 13次，参加培训
的人员 465人次；带教医、护人员 7人，
接收新县中医院进修生到省中医院学
习 11人；培训新县 17所中医馆专业技
术人员，“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专家团队”
正在成为现实。

远程会诊 双向转诊
找省城专家看病不再难

“你这个病很顽固，但不是治不好，
要坚持服药，不吃辛辣刺激食物，会好
起来的。”2019年 4月 29日，河南省中

医院在新县中医院开展义诊的同时，新
县中医院的一位61岁直肠癌术后排便
困难的患者马大妈，正在通过远程会诊
系统，接受消化病专家、省中医院党委
副书记、校地结对帮扶领导小组副组长
张佩江教授的远程会诊。详细问诊后，
张教授考虑其属于气虚挟湿，开了一个
方子，并嘱咐患者一些注意事项。“真没
想到不用跑远路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
又省钱又方便。”马大妈高兴地说。

早在帮扶专家进驻新县中医院之
前的 2018年 11月，河南省中医院就投
入8.2万元为新县中医院建起了远程医
疗服务平台。通过远程会诊系统的“牵
线搭桥”，让当地患者与省中医院专家
实现“零距离”交流，还可将疑难病例的
检验结果、影像资料、病情概况及医嘱
信息传至省中医院专家进行诊断。
2019年 1月 14日，新县中医院与省中
医院第一次远程会诊顺利进行，三位重
症病人与来自省中医院肛肠科、妇科和
心病科的主任进行了交流，专家详细问
诊后给出了明确的治疗方案，患者病情
很快得到改善。

远程会诊如此方便，但还不是真正
与专家面对面。今年8月，新县医疗保
障局发文，为两家医院之间的转诊开通
了绿色通道，更多患者能够真正接受省

中医专家的面对面诊疗。
近一年的帮扶，线上线下齐发力，让

新县中医院的综合服务能力有了质的飞
跃。“2019年，医院门诊量、住院病人数及
业务收入均较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
医院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患者在家门口
享受到了更多优质的中医药服务，带动
了全县的中医药事业发展。”新县中医院
院长李强深有感触地说。

扎根基层 深入群众
增进百姓健康福祉

新县卡房乡叶湾村地处深山，交通
不便，村里多为老人，就医困难。9月
23日，帮扶专家高龙和李科驱车近两
个小时来到叶湾村，探望了村里 91岁
的老党员夫妇，给乡亲们提供健康咨
询、义诊。“能给老区群众做点实事，再
辛苦也值得！”高龙博士的话说出了帮
扶专家的心声。这样的活动帮扶专家
经常参加，走进乡村、社区，走进敬老
院、卫生院义诊，为更多老区人民送去
温暖。为把健康知识送到更多人身边，
帮扶专家们还走进新县广播电台，讲解
疾病的防治知识，通俗易懂，受到广泛
好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都离不开健康。”脱贫
攻坚是一场战役，更是中央的决心。为
了打赢健康扶贫这场战役，总会免不了
有所牺牲。聂恒博士刚赴新县时，牙牙
学语的儿子还不会走，等他结束帮扶时，
儿子已经满地跑跳、爸爸妈妈叫个不停；
李科医生的妈妈生病需要手术，他却因
为帮扶工作抽不出时间，等他赶回来时
妈妈已从手术室出来，他的眼泪夺眶而
出；高龙博士刚到新县时，正值妻子怀
孕，他却不能陪在身边，好在妻子理解并
支持他的工作；康复科李鸿章博士也是
上有老下有小，他到了新县，家中重担只
能落在妻子一人身上……帮扶专家们都
是单位的骨干，更是家里的顶梁柱，但他
们舍小家、为大家，义无反顾投入到老区
的健康扶贫工作中，因为在他们心中，老
区人民也是他们的亲人。

对新县中医院的帮扶，是河南省中
医院多年来支持基层中医药事业的一
个缩影。早在 2005年，医院就与兰考
县中医院结成帮扶对子，至今累计派出

援助专家 30余人，组织较大规模义诊
20多次，接受对方医师来医院进修100
余人，帮助对方成立新科室 5个，开展
新技术新项目 20余项，见证了兰考县
中医院从弱到强的发展，与当地百姓结
下了深厚的感情。除新县、兰考外，河
南省中医院还与固始县中医院等结成
帮扶对子。

秉承“诚信·爱”的医院核心发展理
念，克服困难扎实帮扶基层中医院，造
福基层群众，充分展示了河南省中医院
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爱无疆的无
私情怀！

“对于大型公立医院来说，对口帮
扶工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党委书记王海亮说，“我们始终
将对口帮扶作为全院的重点工作来抓，
将服务基层群众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担当，牢记初心和使命，双方共同努力，
提高医疗技术、医疗质量，提升医院管
理水平，方便人民群众看病就医，使贫
困县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
捷的中医药服务，为全省实现全面小康
作出更大的贡献。”

不忘初心扎根基层 健康帮扶助力全面小康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结对帮扶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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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豫酒人”评选范围

1.参加工作5年以上，在生产、科研、营销等岗位工作的一线工人、管理人员、总

工以及一线营销人员、销售经理、销售总经理等人员；

2.热爱岗位，诚信敬业，积极工作，具有崇高的奉献精神，在提高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创新发展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3.在技术研发、技术创新、技工攻关、技术比赛、市场营销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

评选程序
推评活动采用企业推荐、公众投票、专家评审三个阶段进行推评。名单产生是

根据公众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原则来综合评定，产生初评名单，公示一周后公

开发布。

申报截止日期 2019年 12月 6日，逾期不再受理。“最美豫酒人”申报文件及附

件，请在河南日报客户端“豫酒”频道进行下载。企业申报表以及个人资料请发至

hnrbmj@126.com。

表彰、宣传
“最美豫酒人”出炉后，将报省政府相关部门备案。同时获奖人员可由企业上

报省辖市工会申报2020年省“五一劳动奖章”“中原大工匠”。

2020 年年初择期举办“最美豫酒人颁奖典

礼”。对推评出来的“最美豫酒人”进行集中表彰，并

颁发证书、奖杯。同时，主办单位将组织省内主流媒

体，对“最美豫酒人”事迹进行集中广泛宣传报道。

联系人
朱西岭 0371-65796179 13837160662

省委、省政府提出白酒业转型发展战略以来，全省白酒业在科技研发、品质提升、

市场开拓、精细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为进一步弘扬传承“工匠精神”，经

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组织开展“‘致

敬匠心·出彩豫酒’寻找最美豫酒人”推评活动，评选出一批在平凡岗位干出不平凡业

绩的“最美豫酒人”，进一步在豫酒行业中营造爱岗、敬业、创新、奉献的积极氛围，让

“执着、坚守、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进一步在行业内发扬传承。活动具体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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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在新县中医院通过远程会诊
系统与河南省中医院专家进行连线

河南省中医院与新县中医院正式
签订对口帮扶协议

河南省中医院党委书记和院长带领专家团到新县中医院义诊，吸引了众多
当地群众前来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