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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别报道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在医疗工

作实践中，充分发挥现代科技的

引领作用，实现了“互联网+医院”

的华丽蝶变。

院长助理元媛介绍说，为了

缓解医院挂号难，患者排队时间

长的矛盾，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去

年推出了7种方式的预约服务，

患者通过掌上APP、微信公众号、

医院官网、自助预约机、电话预

约、导诊台预约、医生直接预约等

服务，预约服务不受时空限制，方

便了患者与医院沟通，极大地改

善了患者的就医体验。

医院软件系统技术员刘钊给

记者演示了医院的公众号，安阳

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建立

了智慧医疗系统，患者足不出户，

就可以实现预约挂号、排队候诊、

价格查询、网上缴费等，在公众号

上，患者还可以在线获取科室专

家、特色服务等信息。

在好大夫网站上，安阳市妇

幼保健院159位医生开通了个人

主页，医院余晓玲大夫的个人主

页访问量247万余人，北京、天

津、武汉等地的患者通过网站与

她联系，到安阳就诊，现在她门诊

量的三分之一来自于网络预约。

丁黎大夫擅长矮小症、性早

熟、遗尿等肾脏及内分泌系统疾

病的诊治，她的个人主页访问量

132万人次，通过与患者的网上

沟通，便利了患者的就诊。

2013年10月，安阳市妇幼保

健院在宝贝树网站建立了自己的

主页，网友从孕期保健到生产预

约，从疫苗注射到疾病咨询等方方

面面提出的问题都在网上一一得

到医生的解答，到目前安阳市妇幼

保健院的主页已更新了112个页

面，数以万计的网友受益。

现在，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年

门诊量60余万人次，其中有40%

实现了网上预约服务。

元媛介绍说，医院还开展了

床旁护理、水中分娩、儿童康复、

绿色通道等服务项目，由于针对

性强，受到了患者家属的欢迎。

医院原副院长吴福生介绍

说，医院投资40余万元购买了

“两癌”（乳腺癌、宫颈癌）筛查车，

深入在安阳所辖县区乡镇，开展

“关爱女性健康”公益活动，医院

妇女保健科、乳腺科、超声科等专

业技术人员组成的医疗队一行9

人，在安阳市龙安区、殷都区、文

峰区、示范区实施了精准扶贫、送

健康“关爱妇女健康”体检、义诊

活动。

吴福生带领医院医疗队常年

奔波在基层，去年3月5日至3月

6日，在安阳市龙安区龙泉镇计生

指导站开展两天妇科病普查，“两

癌”筛查共计381人，其中患病

184人，患病率为48.3%。7月30

日至7月31日，在安阳市龙安区

马投涧镇用两天时间，开展妇科

病普查，“两癌”筛查共计486人，

其 中 患 病 218 人 ，患 病 率 为

44%。去年10月15日，在市示

范区白壁镇卫生院开展妇科病普

查，“两癌”筛查共计240人，其中

患病96人，患病率为40%。去年

10月16日，在林州市任村镇盘山

村实施妇科病普查，“两癌”筛查

共计98人，其中患病53人，患病

率为54%。去年10月23日，在

安阳市文峰区宝莲寺镇卫生院实

施妇科病普查，“两癌”筛查共计

135人，其中患病78人，患病率为

57.7%。一组组数字后面体现出

了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关爱妇女健

康的付出和爱心。

吴福生说，医院为农村患者

进行免费“两癌”筛查已经坚持了

5年，每年投入资金上百万元，仅

去年就有477人次医护人员下乡

53次，筛查8172人次，对于107

位高危患者电话跟踪随访，督促

患者到医院检查确诊。

为降低我国育龄妇女意外妊

娠人工流产率和重复流产率，尤

其是流产后一年内的再次人流，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参加的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中华医学会计划

生育学分会和国家人口计生委科

学技术研究所联合发起了“关爱

至伊·流产后关爱”公益项目活

动，并于2012年8月在安阳市开

办了关爱门诊，截至目前，到门诊

接受咨询、指导的女性达2万余

人次，并建立了“关爱致伊”微信

群，扩大了宣传途径。为了方便

群众，2014年，医院设立了计划

生育药具免费发放点，2015年9

月，增添避孕药具免费发放机。

医院产科门诊开设的“妊娠

合并糖尿病一日门诊”,每周六为

妊娠合并糖尿病患者讲解孕期营

养知识，血糖监测方法等；开设的

“孕妇瑜伽”课堂，每周四下午组

织孕晚期适合自然分娩的孕妇进

行瑜伽锻炼，减轻孕晚期孕妇下

肢水肿，保持孕妇身心愉快。

医院产房开办了“模拟产

房”，让孕晚期适合自然分娩的孕

妇了解分娩过程，掌握分娩技巧，

实现快乐安全分娩。

医院产科病房开设的“妈咪

课堂”，护士每周现场模拟操作，

为孕产妇及家属讲解新生儿护理

及母乳喂养的相关知识；为促进

母乳喂养，医院儿科病房开设的

“儿科呵护课堂”每周二为住院患

儿家属进行健康宣教，讲解辅食

的添加、儿童营养、高热患儿的护

理、母乳喂养、雾化吸入等知识，

惠及患者及家属。

为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的问题，去年医院与

安阳市红十字会联合开展“大病

救助”活动，经济困难患者住院的

九大病种可获得1000元大病救

助补助，累计134人受益，资助金

额达13.4万元，受到了患者好评。

张建芳说：“我们医院持续开

展优质服务工作，就是为了给患

者创造一个良好的就医环境，让

患者减少痛苦，给患者解除疾病

的烦恼，带来欢乐，我们医护人员

就是再苦再累，只要看到患者的

笑容，我们感觉这一切的付出都

是值得的！”

让欢乐的地方充满欢乐让欢乐的地方充满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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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妇幼保健院是一个

迎接新生命的地方，她为怀孕的

年轻妈妈保驾护航，她为新生儿

的健康立起安全的屏障，她为妇

女儿童提供医疗保障。

这里是爱心的驿站，这里是

痛苦和欢乐交织的地方。

说痛苦，那是临盆的孕妇撕

心裂肺疼痛的叫喊；说欢乐，那

是看着呱呱落地新生儿的喜悦。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

人员用爱心和优质服务温暖着

患者，迎接着新生命的曙光。

这是一位实习护士在安阳

市妇幼保健院工作一段时间后

写出的文章。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暨安阳

市儿童医院是豫北地区规模最

大的妇幼卫生机构,承担着安阳

市及周边地区妇女儿童的医疗

保健工作，是全市妇幼卫生技术

指导中心，医院年住院病人4万

余人次，年门诊量60万余人次，

年分娩量近 2 万人次.是我省新

生儿出生最多的医院。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依据妇

幼保健机构功能定位，设立了妇

女保健部、孕产保健部、儿童保

健部，其中妇科（4个亚专科）、产

科（4个亚专科）、儿科（6个亚专

科）均为安阳市级重点专科。妇

女保健部在妇女宫颈疾病等生

殖系统疾病防治、内分泌疾病诊

断治疗以及从微创到无创的腹

腔镜、宫腔镜、阴道镜、LEEP及微

波消融等先进技术应用方面有

着深入的研究，能够熟练开展

宫、腹腔镜各种四级腔镜手术及

阴式系列手术，同时在我省市地

级医院中率先开展女性盆底重

建手术。孕产保健部对各种高

危妊娠如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胎

盘植入、胎盘早剥、前置胎盘及

凶险性前置胎盘、妊娠合并内科

疾病、胎儿生长受限、复杂性双

胎、巨大儿、羊水过多、羊水过

少、羊水栓塞、产科出血等防治、

诊断、治疗、抢救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儿童保健部在儿童呼吸

科的规范诊疗与系统管理、儿童

康复科功能康复及评价、小儿外

科的矫形修补手术、新生儿科、

重症监护室在各系统疾病诊治

特别是重症新生儿监护、治疗方

面有较强优势，在新生儿窒息复

苏、极低体重儿的治疗护理方面

已达我省领先水平。

医院先后获得爱婴医院、全

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全省优质

服务示范单位、中国关心下一代

百城万婴示范院、省巾帼文明示

范岗、省健康促进示范医院、省

级十佳妇幼保健院、省先进工会

女职工委员会、安阳市巾帼文明

岗、安阳市妇幼保健工作先进单

位、安阳市健康教育工作先进集

体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面对安阳市下辖4个县（市）级（林州市、安

阳县、内黄县、汤阴县）妇幼保健院，普遍存在基

层医疗技术力量欠缺、医疗资源不足、专科发展

缓慢等薄弱环节，不能满足当地妇女儿童医疗

保健需求现状，为推进安阳市妇幼保健和公共

卫生服务资源纵向联合，建立科学有效的分级

诊疗、双向转诊等分工协作机制，提升基层医疗

服务能力，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

去年初，安阳市成立了由安阳市卫计委主导、安

阳市妇幼保健院牵头、各县（市）妇幼保健院为

骨干的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医疗联合体。

作为医联体龙头的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充分

发挥医院管理、技术优势，让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便利了基层群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医联体是以技术合作为

核心的松散型医疗医联体，各成员单位自主经

营单独核算，以技术合作为纽带，各成员单位发

挥现有优势，形成人才、技术、设备、科研教学等

医疗资源互补、共享和共赢的运行体制，积极推

行规范化和同质化医疗服务，提升基层技术水

平和服务能力。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组织成立帮扶小组对基

层妇幼保健院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牵头人

由市妇幼保健院行政领导或各学科带头人担

任，成员由市妇幼保健院各亚专科科主任和学

术带头人组成，帮扶小组专业组成覆盖安阳市

妇幼保健院三大学科体系，通过定期坐诊、查

房、会诊、推广新技术和培育新科室等形式，带

动医联体内部各成员单位的协同发展。

去年，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帮扶小组各亚专

科在各基层妇幼保健院坐诊72次，就诊813人

次，收治病人75人次。查房65次，查房病人

412人次，带教基层医师172人次，带教内容包括

盆底疾病、子宫内膜异位症、妊高征、脑性瘫痪等

多种疾病。手术8例，包括阴式子宫切除、曼氏术

等高难度手术。会诊20次，包括盆底脱垂、产后

出血、小儿喘息等病种。双向转诊上转80人次，

包括盆底疾病、妊娠期糖尿病、小儿发育迟缓、重

症肺炎等多个病种。下转140人次，为常见或经

过治疗病情稳定转入恢复期病人。培训“妇产科

手术操作技巧”、“GDM管理”、“儿保建设”等内

容45次，参与培训人员600余人次。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院长陈新介绍说，以安

阳市妇幼保健院为主导建立的涵盖安阳市辖四

个县（市）级妇幼保健院的“妇幼健康管理平

台”，实现了三级妇幼保健网络的无缝对接，推

进了医疗资源纵向整合，实现了优质资源区域

内全覆盖，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能力，让农村的

老百姓在家门口也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虽然有了优质服务资源下沉的医联体，安

阳市妇幼保健院在医联体建设方面锐意探索的

脚步并没有停止。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张建芳说，近

年来，医院大力实施优质医疗资源倍增工程，走

“扩规模、增内涵”双提升发展道路，更需要借助

国内儿科实力强大的北京儿童医院及郑州市儿

童医院的支持和指导。

去年10月26日，安阳市妇幼保健院暨儿童

医院加入中原儿童医疗集团、郑州市儿童医院医

联体，成为北京儿童医院集团技术指导医院。当

天，北京、河南的各路专家齐聚安阳，北京儿童医

院集团秘书长马庚、郑州市儿童医院院长周崇臣

与会，郑州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一行5人与安阳

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各临床专科主任在新儿童病

房大楼一楼门诊大厅共同为等候就诊的患儿进

行义诊，义诊涉及10多个诊疗科目。同时郑州市

儿童医院4名儿科专家深入病房开展教学查房及

病例讨论，受到了广大患儿家属的好评。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加入上级医院医联体，

使得北京、郑州的优质卫生资源下沉到地级市，

打通了预约挂号、分级诊疗与双向转诊、检验、

大型设备检查与结果互认、重症患儿转运、远程

会诊、信息共享等绿色生命通道；达到了专家共

享、临床共享、科研共享、教学共享的目标；构建

了全省儿科大医疗、大科研上下联动的“一盘

棋”、新格局，对于快速提升安阳市妇幼保健院

医疗服务水平和能力起到了积极的影响，探索

出了“病人不动、医生移动”的医疗服务体制创

新模式，安阳市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内

顶级专家的医疗服务。

安阳市卫计委副主任姚晓峰指出，安阳市

妇幼保健院充分借助北京、郑州儿童医院的品

牌、技术、人才、学科管理等优势，主动接受帮扶

和指导，全力加快儿科建设步伐，在学科建设、

医疗救治、管理服务等方面得到了全面提升，为

保障全市儿童身体健康，促进儿童医疗事业的

发展作出了贡献。

去年10月底，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

韩文丽作为安阳市医疗卫生界的唯一代表，

光荣出席了河南省第十次党代会。

韩文丽1987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安阳

市妇幼保健院工作至今，现任安阳市妇幼保

健院党委委员、业务副院长，安阳市妇产科

学术带头人，她先后获得全国妇幼健康服务

先进个人、河南省卫生计生行业三八红旗

手、第五届安阳市十大女杰等多项荣誉称

号。

韩文丽担任业务副院长以来，全面负责

医院医疗质量管理等各项工作，负责医院工

作计划、长远规划的部署、落实，还负责领导

和检查全院科研计划的拟定和贯彻执行，行

政工作非常繁忙。在超负荷的工作状况下，

她还坚持门诊、查房、手术等临床一线工作，

每周都坚持两次三级医师大查房，只要患者

需要，不管自天、晚上和节假日总是随叫随

到。

有一次韩文丽在坐门诊期间，遇见从林

州市贫困山区来的一对老年夫妇，他们对医

院环境及看病流程一无所知，韩文丽不但仔

细为他们诊治了疾病，还帮他们取了化验单

及用药。老年夫妇临走时欲言又止、面露难

色，经询问原来是他们回去的路费不够了，她

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元钱，塞到这对老年

夫妇手中，并安排导诊护士把他们送上公交

车。老夫妇非常感动，连声说：“遇上好大夫

了，保健院的大夫真好啊。”

有一位80岁的老太太，子宫脱垂，张力性

尿失禁20余年，小便不能控制，内裤整天湿漉

漉的，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韩文丽利用聚丙

烯网片为她进行盆底重建，恢复正常功能，使

老太太20余年难以启齿的疾病得到解决。

2014年10月28日深夜，一阵急促的电

话铃声把韩文丽从睡梦中惊醒：“从汤阴县妇

幼保健院转来一孕妇，羊水栓塞！”羊水栓塞

死亡率非常高，情况十分危急，牵涉到大人孩

子两条人命。她迅速赶到医院，指挥启动孕

产妇急救应急预案。产妇随时有生命危险。

手术室变成了战场，医护人员变成了战士，监

护仪上数字的每一次波动，都牵动着在场人

员的心。面罩吸氧、抗过敏、缓解肺动脉高

压、抗休克、输血、输液，剖宫产娩出胎儿，通

过采取一系列抢救措施，患者终于脱离了危

险，为了防止产妇病情再次发生变化，韩文丽

彻夜未眠，一直守护在产妇身边，不敢松懈。

终于，伴随着黎明的到来，产妇的情况有了明

显好转，意识已经完全清醒。韩文丽向家属

交代了病情，产妇的妈妈“扑通”一声就跪在

了地上，口中连说：“谢谢你们啊！是你们救

了我女儿，救了我们全家。”

2013年，在韩文丽的倡议和领导下，医院

启动了临床重点专科培育计划和品牌发展战

略，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在2014年市级重点

专科选拔中，医院妇科、产科、儿科脱颖而出，

成为市重点专科承建科室。她还参与组建了

女性盆底和妊娠期糖尿病两个病区，为全省

首创。她带领的糖尿病小组通过在门诊筛

查，设立糖尿病一日门诊，使孕产妇和胎儿体

重控制在正常范围内，大大降低了各类并发

症，给患者带来了福音。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韩文丽与时俱进，爱

岗敬业，视“病人的利益高于一切”，牢固树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一名医务

工作者，她恪守职业道德，严格律己，并培养

出一大批优秀妇幼工作者，为安阳市妇幼事

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医联体：完善的优质服务体系AA

韩文丽：优质服务的模范BB

线上线下:
优质服务全面开展

CC

安阳市委书记李公乐到安阳市妇幼保健院调研安阳市委书记李公乐到安阳市妇幼保健院调研““两学一做两学一做””活动活动

安阳市市长王新伟慰问安阳市妇幼保健院世界艾滋病日宣传工作者安阳市市长王新伟慰问安阳市妇幼保健院世界艾滋病日宣传工作者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表彰优质服务明星安阳市妇幼保健院表彰优质服务明星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韩文丽在全国助残日为残疾儿童诊疗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韩文丽在全国助残日为残疾儿童诊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