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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水
涨船高，为了让更多的基层百姓不出家门享受更高的
诊疗水平，按照国家卫健委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安
排，郑大二附院将对口支援纳入医院年度工作计划，
与平舆县、遂平县和正阳县人民医院签订了对口帮扶
协议。郑大二附院每年派出思想觉悟高、责任心强、
业务能力精的医疗技术人员 20余人开展对口支援工
作，通过一系列查房、会诊、手术示范、病例讨论、专题

讲座、技术培训等手把手带教，提高受援医院人员素
质，帮助受援医院开展新技术、新业务，拓展服务范
围。

在对口支援期间，郑大二附院专家团队真心教，平
舆县人民医院专家认真学，短短三年时间，平舆县人
民医院顺利晋升为二级甲等医院。三家受援医院每
年至少开展 6项新技术，部分新技术填补了县域空
白，大幅度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走基层 创特色健康扶贫路

□李淑丽 陈建设 冯光耀

健康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

精准扶贫、基层专业培训、红会送医到村、专家基层义诊、医院对口支援……

一个个专业培训项目深入推进，一项项新技术层层落地，一次次区域内首例手术成功开展，使对口支援地区的困难群众不

出家门即可“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看得上病、少生病”，拥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以下简称“郑大二附院”）沉下心走下去，创出的一条特色健康扶贫之路。

小康路上，疾病是影响脱贫的“顽石”。
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诊疗水平是健康扶贫的关键。然而，

人才匮乏、专业能力不足是制约基层医疗机构发展的主要原
因。为提升基层医疗人员专业能力，郑大二附院院长刘剑波
带领医院专家团队，以基层培训为桥梁，架起了一座省级医
院与基层医疗机构联通的“连心桥”，定期前往全省多家乡镇
卫生院、村卫生所进行专家坐诊、健康讲座、医护人员培训及
相应技术指导等义诊活动，使省级优质医疗资源切实下沉入
基层，基层医生诊疗水平得以全面提升。

岁月的年轮见证奋斗的足迹，闪亮的数字彰显背后的
努力。

2015年至今，郑大二附院共组织 615名专家开展基层扶贫
送医下乡活动834次，开展基层医护人员培训121次，累计服务
基层群众 90000余人次。2016年-2018年，郑大二附院为灵
宝市中医院开展26次培训，偏远山区进行6次义诊，派出54名
专家共 89人次为学员授课，16个乡镇卫生院医生及村医 380
余人参加了学习，培训医务人员 700余人次。专家深入焦村
镇东仓村、西闫乡大字营村、五亩乡台头村、五亩乡盘龙村及
豫灵镇桥上村、堡里村进行精准扶贫义诊，受益群众达 2100
余人次。活动期间医院相关科室专家将三年间的培训资料
整理归类，汇编成《乡村医师实用理论及技术培训教材》，为
乡村骨干医师诊疗能力提升奠定基础。

因健康扶贫计划完善，行动落地，成效显著，2016年，由
河南省红十字会主导的“红会送医计划”在郑大二附院启幕，
在“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的感召下，医院临床一线专
家积极参与到“红会送医计划”活动中，为基层百姓和医疗机
构送去了贴心的关怀与帮助。

五年时间，郑大二附院先后在济源市、栾川县、遂平县、
渑池县、巩义市开展“红会送医计划”活动50期，多次直接深
入到济源市王屋山村、克井镇塘石村、轵城镇中王村等最基

层的村庄举行义诊活动和急诊急救培训。2016年至今，共
派出专家 638人次，开展专题讲座 103次，帮带医护人员
2000余人次，义诊群众5000余人次，培训人数达4000余
人次。经过多年帮扶，促进了济源市人民医院消化内镜下
治疗、病理诊断、妇科宫腔镜检查及腹腔镜手术、超声介入
以及疼痛科治疗的发展与提高。因工作扎实，医院多次被
河南省红十字会授予“红会送医计划”先进红十字志愿服
务队荣誉称号，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对口支援架起“真心桥”

红会送医架起“贴心桥”

基层培训架起“连心桥”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健康扶贫成绩单

精准扶贫 对口帮扶卢氏。根据“校地结对帮扶”精准扶贫行动部

署，坚持对卢氏县中医院开展对口帮扶和支援工作，截至目前，协调下派专

家55名；开展学术讲座50余次；指导手术20余例；指导检查患者2400
余人次；63名医务人员到医院进修学习，圆满完成精准扶贫目标。

□李淑丽

健康扶贫是推进“健康中国2030”建设的重要举措。

让困难群众看病就医有保障，是脱贫攻坚的基本要求和“两不愁、三保障”的核心指标。

在健康扶贫道路上，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河科大一附院”）利用一根小小网线，架起了一座

连接基层医疗机构的健康扶贫桥，构建出了一套完整的健康扶贫互联网医院新体系，开创了一条具有河南特色的

健康扶贫之路，填补了我国省级医疗资源与乡村诊所无缝对接的空白，成为我国健康扶贫互联网医院建设的典范。

乡镇卫生院门可罗雀，县里医院人满为患，患
者拖家带口到县级以上大医院治疗，交通费、陪护
费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全国各地这种情况都
非常普遍。

而在洛阳地区，这一情况却得到了实质性地改
变，这一切的改变源自一根小小的网线，源自河科大
一附院的大医情怀。

2015年，为贯彻落实洛阳市委《关于认真做好党
员干部驻村任职和定点扶贫工作的意见》文件精神，河
科大一附院党委高度重视，通过层层选拔，派出政治素
质过硬、德才兼备的第一书记赵莹进驻对口扶贫村栾
川县陶湾镇常湾村，赵莹认真执行脱贫攻坚“六个精
准”“五个一批”工作要求，秉承为基层服务、为群众干事
的理念，结合村情实际和贫困户实际，扎实开展扶贫项
目建设，经过两年时间的辛勤付出，常湾村的道路通了、

路灯亮了、环境美了、增收门路宽了，这些实实在在的改变，使常湾
村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何使百姓真脱贫、脱真贫、不返贫，河科大一附院领导班子，
在面对这些成绩时，没有放松，他们知道受地域限制，洛阳地区山
区居多，特别是贫困山区居多。通过各项统计数据显示，真正的贫
困，有 64%来自因病致贫，如何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是当时摆
在医院领导班子面前的一道多元方程题，面对众多的未知数，医院
没有退缩，充分发挥公立医院为人民的神圣职责，经过对因病致贫
多组数据的分析，整合外出学习经验，2017年，医院领导班子做出
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对栾川地区的所有村卫生室，免费安装互联网
诊疗系统软件。针对村医年龄偏大、对电脑操作不熟练的普遍现
象，所开发的软件实现了村民说病因，问诊、写处方、开药方等过
程，全部由网络医生全程操作的功能。此种问诊方式，使省级专家
在医院与患者不出村面对面交流成为可能，打破了基层百姓长途
跋涉外出就医的壁垒，开创了基层百姓就医新模式。

一根网线 激活健康扶贫“原动力”

一套体系 维护群众“美好生活”
以行动镌刻初心，用奉献诠释担当。
短短三个月时间，栾川县所属的所有县级医院、乡镇卫

生院和200个村卫生室全部安装上了互联网诊疗系统。在
安装软件的过程中，没有一人喊累，他们只为践行大医精诚
的医者初心。

互联网诊疗系统并非一装了之，真正“运转”起来才是关
键。

对此，河科大一附院出台了一系列管理措施，形成闭环，
确保互联网系统的正常运转。

构建四级分级诊疗新体系。新体系显示，河科大一附院为
互联网医院，各县医院为网络医院，乡镇卫生院为网络分院，村
卫生室为网络诊所，以此为组织架构，创建市、县、乡、村四级远
程医疗协作网络体系，打造一支永远服务农村的医疗队伍，形成
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

建立院内联动新机制。专门成立互联网医院组织架构，做到
院内联动统一管理；推广多形式接诊模式，实现视频接诊7×12h
小时在线，图文接诊 24h在线；建立多种形式医师接诊平台，方便
医师随时接诊。

安排多形式坐诊方式，实现专职坐诊与兼职坐诊相结合；建
立院内联动机制保障医师及时接诊，专职工程师随时解除问诊故
障；配套绩效考核与医疗质量考核制度，每月根据接诊数量与质
量执行绩效奖惩。

完善的管理机制，使河科大一附院的互联网医院健康扶贫模

式在运行中，达到了60%常见病、慢性病患者就诊不出村，90%以
上的患者不出县。实现了患者、医疗服务“双下沉”目标。

在互联网医院运转三个月时，其显而易见的成果，受到了汝
阳县扶贫办的关注，汝阳县委书记带队前来河科大一附院，请医
院派出专业人员，为汝阳县所属的医疗机构安装互联网就诊系
统。系统正常运转8个月后，汝阳县扶贫办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互联网就诊系统累计接诊7286人次，减轻患者经济负担100余万
元，因病致贫返贫率下降了 5.08%，实现了 90%病人不出县的目
标。

2018年 11月 27日，在国家卫健委和工信部召开的“互联网+
健康扶贫”应用试点项目评审会议上，汝阳县成功入选“互联网+
健康扶贫”应用试点，成为全国“三市一县”中唯一入选的一个县
级试点项目。

2020年 11月 24日，2020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发布了第二届
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首批34个最佳案例名单，河南省洛阳市汝
阳县扶贫办提交的《通过“网络医院”新模式遏制因病致贫——河
南汝阳县“互联网+健康扶贫”案例》位列其中。

一根根网线，联通起小村与城市，打通困顿与希望；一滴滴汗
水，映照初心与使命、责任与担当。

目前，河科大一附院互联网医院的远程医疗平台已实现汝阳
县、嵩县、栾川县全覆盖，宜阳县具备条件的接诊点已全部安装，
伊川县、孟津县、洛宁县等县级网络中心已建立，洛阳市外的汝州
市、义马市等市也部分安装。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扶贫成绩单

截至2020年 11月30日

医者使命 为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疑难

杂症到三级医院”目标，2017年3月，率先在我省建设互联网医院。

截至2020年 11月30日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出实招 做健康扶贫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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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扶贫是一种内生发展机制，相当于由“输血”
变“造血”。

分院建设是郑大二附院在健康扶贫工作中的一项
创新举措，提高基层医院的“造血”功能，为基层医院的
振兴和快速发展提供了捷径，实现了弯道超车。不但
有效巩固脱贫成果，有效防止返贫，同时，激发发展动
力，是久久为功的生动实践。

作为省级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郑大二附院，现有
合作医院280家。仅 2020年，就成立了镇平人民医院
分院、淅川人民医院分院、商城人民医院分院、新县人
民医院分院和洛宁妇幼保健院分院 5家分院，医院先
后选派 16个科室 44名专家，前往各分院进行坐诊带
教、医疗护理、教学查房、病例讨论等多种形式的技术
帮扶，使受援医院实现了多项突破，完成了一系列高难
度手术和危重复杂病例诊治。

与全省20余家县级医院建立了医联体，并在郑州
周边、新乡、开封、许昌、焦作、洛阳、平顶山、商丘、信
阳、周口等多个地区开展义诊活动，累计297次。医院
还与多家基层合作医院保持紧密联系，建立重症医学
专科联盟、生殖专科联盟等多种形式的合作联盟，并根
据合作医院需求，派遣医院各专业专家开展定期、不定
期等多学科、多种形式的义诊帮扶活动。

随着分院建设的深入，这些医院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镇平分院成功施行了首例腹腔镜下广泛性子宫切

除+双附件切除+腹主动脉旁淋巴结清扫术，首例下肢
静脉曲张射频消融治疗；商城分院手术量由原来的每
年约700余台次增长至900余台次，同期上涨20%左
右，其中三四级手术占比由入驻前的30%左右增长至
56%左右，并开展首例脑室腹腔分流术；淅川分院成
功施行了6例胸腹腔镜下食管癌根治术，完成4例
胸腔镜肺叶切除术，1例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填补
了基层医院在这些技术领域的空白，同时提高了
相关医护人员的临床诊疗技术水平和能力，提升
了受援医院整体医疗服务水平，真正使群众在家
门口就可以享受到省级专家教授的诊疗技术，切
实为广大基层群众带来高效、优质的医疗服务。

万马奔腾踏平川，鲲鹏展翅竞苍穹。站在
历史新的起点，郑大二附院矢志不渝守初心，
奋发有为担使命，持续巩固健康扶贫成果，绘
制基层医疗机构全面提升的振兴画卷，奋力
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因病致贫返贫是

‘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坚中之坚’，是脱贫攻
坚最难啃的硬骨头，我们用高质量的健康扶
贫成效向中原百姓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刘剑波的话坚定有力。

基层培训 组织615名专家开展基层扶贫送医下乡活动834次，

开展基层医护人员培训 121次，累计服务基层群众90000余人次。汇

编《乡村医师实用理论及技术培训教材》。

红会送医 派出专家638人次，开展专题讲座103次，帮带医护人

员2000余人次，义诊群众5000余人次，培训人数达4000余人次。

分院建设 成立了镇平人民医院分院、

淅川人民医院分院、商城人民医院分院、新

县人民医院分院和洛宁妇幼保健院分院 5

家分院。成功实施区域内多项首例高难度

手术，填补基层医院技术领域空白。

对口支援 与平舆县、遂平县和正阳县

人民医院签订对口帮扶协议。平舆县人民

医院顺利晋升为二级甲等医院。三家受援

医院每年至少开展6项新技术，部分新技术

填补县域空白。

分院建设架起“振兴桥”

斐然成绩 为国家

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

中心洛阳协同中心，荣获

2020 数字中国创新大

赛智慧医疗赛道暨第四

届智慧医疗创新大赛优

秀奖，在 2020年第三届

“全国医管精典案例奖”

评选中，荣获智慧医疗类

案例奖项。其可复制可

借鉴的互联网医院建设

模式，成为省内外医院交

流学习的榜样。

践行初心使命，用真心扶真贫。
自健康扶贫工作实施以来，河科大一附院党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行动诠释初心，用拼搏创造历
史，在健康扶贫的广阔舞台上画出了最大的“互联网+健康”同心圆，书
写了奋进时代的新荣光。

在一组组闪亮数字的映衬下，在一个个成功案例的示范下，在一项
项荣誉的获得下，河科大一附院所探索出的互联网医院模式，在健康扶
贫工作中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其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健康扶贫模
式，被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所认可，前来医院学习交流，并原样照搬拿

回去使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站在新起点，回望这四年，几多风雨，几多辉煌。尤其是

2020年，河科大一附院有效发挥互联网医院在健康扶贫中的主
力军作用，获得了多项国家级荣誉，下活了健康扶贫这盘棋。
目前，河科大一附院正在向全国医改试点单位迈进。

“在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我们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持
续发挥健康扶贫主力军作用，向着高质量发展奋勇前进，在健
康扶贫工作中再立新功，为中原出彩作出应有的贡献！”河科大
一附院党委书记董平栓的话铿锵有力。

一份担当 “世纪难题”今朝破解

初心力量 安装村网络诊所 1999个，服务人口550余万，在线

服务437983人次，远程心电检查9907例；转诊至县、乡医院进一

步做检查 73916人次；分级诊疗转诊到县、乡医院住院治疗55437
人次；转入省级医院成功抢救急危重症病人 19270人次。

扶贫硕果 在线诊疗解决了约 60%的常见病、慢性病复诊患者；

达到了90%以上的疾病不出县。在线电子处方平均费用46.68元，低

于洛阳市平均处方费用210元；为百姓节省6036万元；服务满意度为

96.98%。切切实实实现了分级诊疗目标。

河 南
科技大学
第一附属
医院专职
在线坐诊
医生问诊

郑 州
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
专家在基
层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