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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教研”相长助力医疗高地发展

既是教师，又是医生，有时还是
科研人员；既能上讲台，做实验写论
文，又能上手术台。如今，在河南理
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已成为新常
态。

医疗、教学、科研是附属医院的
基本职能，被称作医院高质量发展的

“三驾马车”，是医院综合实力的体
现。与其他医疗机构相比，医学院校
的附属医院在高层次人才、科研创
新、科教融合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去年，该院创伤显微骨科主任倪
国骅申报的《寄养骨与寄养指同时回
植修复拇指Ｖ度缺损》科技成果获得
河南医学科技奖一等奖，打破了焦作
市此前没有省级医学科技一等奖的
局面。同样，在去年该院举行的第五
届科技创新大会上，该院对在国际顶
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的肿瘤
内科一区副主任李丽给予６万元奖
励，更是震动了焦作市医学界。这篇
科研论文是李丽去年７月１１日在
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在国际顶级学
术期刊《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Ｃｅ
ｌｌ》发表题为《Ａ ｎｏｎ－ｃａｎ
ｏｎ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ＹＡ
Ｐ ／ＴＥＡＤ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
ｅｄ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
ｎ ｏｆ 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ｒｅ
ｇｕｌａｔｅ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ｒ
ｓ ｉｎ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
ｒ》的论文。这篇论文揭示了ＥＲａ
增强子的活性受到多种不同信号通
路核因子通过互作而达到的共同调
节，为寻找ＥＲ阳性乳腺癌的治疗靶
点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科研创新理念的指引下，该院
临床研究新课题不断涌现：纳米炭在
甲状腺癌手术中的应用、三维腔内治
疗在妇科恶性肿瘤中的应用……而
在此前，该院实现了“ＹＡＰ１－Ｔ
ＥＡＤ４－ＥＲα轴对ＥＲα增强
ＲＮＡ转录调控及他莫昔芬耐药型
乳腺癌成瘤性的研究”等４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申报，这在焦作市卫生
系统是史无前例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焦作市卫健
委研究批准市区4家医院15个实验
室为焦作市医学重点实验室。其
中，涉及肿瘤领域的4个重点实验室
——肺部肿瘤医学重点实验室、肿
瘤转化医学重点实验室、妇科肿瘤
医学重点实验室、分子病理医学重
点实验室全被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囊括。

护士参与科研和护理技术发明，
在该院更是一大特色。许多科研成
果和技术发明，不但解决了临床护理
的疑难问题，也提升了护理专业学术
水平。运用100ＩＰ型吞咽神经和肌
肉电刺激仪协助难置入性胃管置入
的临床研究；改良胃管置入对脑卒中
患者吞咽功能改善的研究；护理程序
在运动性失语患者语言康复中的临
床研究；负压法浅静脉留置针输液研
究；运用良肢卧位翻身法预防脑卒中
重症患者压疮的临床研究；开展人工
气道安全管理——气囊测压仪的检
测技术……其中，该院获得焦作市科
技进步二等奖就多达８项。

在该院强大的科研实力带动下，
临床医学创新能力持续增强。癌症
疼痛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难题，不少
癌症病人可以坦然面对死亡，却无法
忍受癌痛的折磨。针对这一项课题，
该院肿瘤内科一区副主任李丽不负
众望，带领团队开展的鞘内自控镇痛
泵技术，为难治性癌痛患者提供了有
效的镇痛手段。目前，这项技术处于
全省领先水平。

为了助推学科建设，打造高水平
肿瘤区域治疗新高地，该院与北京大
学肿瘤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河南省肿瘤医院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通过业务指导、带教培训等方
式，不断加强肿瘤专业人才队伍建
设、技术创新和科研学术探究。组织
召开焦作市脑卒中大会暨医防融合
高端论坛、第三届国际纳米医学中原
论坛、河南省肿瘤防治专家论坛、焦
作市肿瘤大会等大型学术会议，中国
工程院院士王陇德、中科院院士赵国

屏以及霍普金斯大学、伊利诺伊大
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数十位医
学领域著名专家先后来院指导交流。

作为一家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
教学工作也是该院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不仅承担着实习生的临床带教
任务，而且近几年承担了新乡医学院
等高等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医
学生理论教学任务。去年，该院大力
整合教学资源，建立三级教学管理机
构，完善临床技能中心配置，设立Ｏ
ＳＣＥ考站、成立学科教研室，制定
《住培督导实施办法》，利用互联网医
院、云ＰＡＣＳ、远程会诊和网络资
源，实现信息化教学资源补充，全科
医师规范化培训向特色模式和服务
模式转变，被国家卫健委确定为第三
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打造新就医模式下的“焦作样
本”

“足不出户、在线问诊、送药上
门”，如今在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已然成为现实。去年，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非接触式就医模式进一
步兴起，由此改变了人们的就医模
式。该院以智能化、数字化进一步推
动了就医模式的转变。“让数据多跑
路、让群众少跑腿”，该院成功打造就
医模式下的“焦作样本”。

“真是太方便了！我平时上班比
较忙，去一趟医院非常麻烦，现在有
了互联网医院，直接在手机上就能找
医生复诊开药，还能把药送到家，也
省得专门跑一趟医院。”首次体验线
上就诊流程的患者李女士说。

１月８日，是值得铭记的一天。
这一天，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顺利通过互联网医院现场评审。这
标志着焦作市首批互联网医院牌照
正式落户该院。

现如今，大多数常见病、慢性病
患者病情稳定、用药稳定，之所以频
繁往返医院，实际上是“因药就医”。

互联网医院“在线续方”就可以解决
这个问题：患者通过互联网医院在线
复诊，医生结合诊断情况开具电子处
方，医院的药师审方后，患者就可自
行到医院取药，也可以选择将药品直
接配送到家中，有效解决患者为开药
而跑医院、排长队的烦恼。

目前，该院已经实现了在线查阅
报告、电子费用清单、移动在线支付、
挂号检查等诸多功能，改善了患者就
医体验，提高了医护工作效率；通过
电子病历应用４级评级和复核；国家
医院质量监测系统数据质量与数据
对接工作达到Ａ级。为80多家基层
医联体单位提供远程心电、远程影像
技术支持，使患者随时随地即可享受
到大医院就诊的良好体验，避免了因
舟车劳顿造成时间和精力的浪费，也
提升了医疗机构医疗资源的利用率、
服务效率和协同效率。

复印病历不用跑医院啦！手机
申请，快递到家；体检报告不用跑医
院啦！手机申请，快递到家……如
今，方便、快捷、贴心已经成为众多患
者在该院就医的新体验。

奋力描绘“一院两区”宏伟蓝图

环境越来越好，停车位多了、设
备更齐备、看病越来越方便——这是
最近很多市民对该院的新观感。去
年，该院实施全院绿化提升工程，启
动了住院楼病房墙面翻新等多项环
境修缮、优化项目。比如，增加建筑
坡道护栏，平整道路，增加机动车停
车位，更换患者候诊椅；病房走廊、卫
生间加装扶手；装修粉刷房屋6000
余平方米，护士站、医师办公室、治疗
准备室、仪器设备间等焕然一新、开
阔敞亮，给广大患者提供专业的医疗
服务和安全整洁舒适的就医环境。

另外，该院投入600余万元改建
6个重症监护病房，投资3000余万元
完成病理科、核医学科、消毒供应中
心、血液净化室、介入中心等多项改
造。投资500余万元对急诊医学科

进行规范化改造，按照“三区四级”的
急诊救治原则进行检诊、分诊，急危
重症患者急救绿色通道愈加通畅；安
装车载５Ｇ数据传输系统，院前急救
率先进入５Ｇ时代，进一步提高了心
血管急症患者的救治效率。病理科
由原来的400平方米扩建到1000余
平方米，按照实验室生物安全要求重
新划分工作区域，优化服务及操作流

程，软硬件水平、学科建设水平不断
提高。在硬件水平提升的同时，该院
加快示范区院区的建设，奋力描绘

“一院两区”宏伟蓝图。如今在示范
区，一座占地面积16公顷的现代化
医院呼之欲出。这就是该院示范区
院区。眼下，该院区主体工程即将竣
工，预计2022年启用，将成为河南理
工大学医学科研教学基地和智慧化、

人文化、园林化的肿瘤、急救、康复中
心。

“作为最主要的民生资源之一，
医院顺应就医需求、人民需求、时代
需求，不断发展前行，跟上城市版图
不断发展的步伐。河南理工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示范区院区经过多年的
建设，即将在明年投入使用，届时我
院将进入‘一院两区’新发展和服务
模式，将为群众带来全新诊疗服务体
验，让更多居民在家门口就医，更深
层次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共享，进一步
推动焦作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再上
新台阶。”该院党委书记杨永国说。

让医疗服务更有温度

病房里，医护人员与病人细心沟
通，关切地询问病情，帮病人梳头擦
脸……当你走进该院，随处能见到这
里流露着温馨、洋溢着温情。

“医学必须要有人的温度。”这是
已故医学泰斗裘法祖的名言。如何
让医疗服务更具人性化，是该院一直
努力的方向。

去年护士节前夕，该院护理部收
到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５名重
症患者家属联名为该院护理人员写
的一封感谢信。收到来自患者的锦
旗或是感谢信，在该院护理部屡见不
鲜，但是由５名重症患者家属联名在
护士节前夕向护理部送来诚挚的感
谢信，尚属首次。

专程到护理部送来感谢信的是
马学成的儿子，此前，他曾把一张大
到无处张贴的巨幅感谢信送到了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当谈及他们为
何如此“搞事情”，这位硬汉说起事由
时却数度哽咽，在该院护理部当着众
人的面流下了感激的泪水。该院护
理部急忙联系患者家属感谢的主角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长乔
冬梅和游佳颖，这才平复了马学成儿
子的情绪。马学成的儿子是一家公
司负责人，熟知他的人都知道他平日
爱较真。对于这样爱挑剔的人，该科
护士究竟靠什么感动了他呢？在乔
冬梅看来，是护士们的真心换来患者
无价的真情。

“她们对待患者细致入微，不喊
累，不嫌脏。为了避免患者卧床长出
褥疮，就按时翻身，一个女护士力气
小，两三个女护士就一起动手，插尿
管、清洁阴部。”马学成的儿子说，“作
为家属，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她们都
做到了，而且对待我们焦急中的家
属，她们也十分有耐心，常常开导我
们。”

游佳颖是马学成的儿子特别要
感谢的一位护士，平时轻言细语的
她，总会让患者如沐春风。她说，除
了换位思考，把患者当亲人对待，她
们还把护理范围延伸到了患者家属
身上。“对于重症患者，患者家属的心
理压力更大，所以疏导患者家属的情
绪以及耐心解答一些医学知识，这对
于患者家属尤为重要。”

其实，在该院像这样的亲情化优
质护理服务还有很多。去年，张大伯
因患食管恶性肿瘤住进了该院胸外
一区，因药物和长期卧床，让张大伯
患上了便秘，一连多日的便秘让他非

常难受，几经治疗也没缓解。为了尽
快解除患者痛苦，胸外一区护士长张
冬梅在了解患者情况后，决定用双手
为患者掏出大便，及时缓解了患者的
痛苦。她脏污了双手，却闪亮了白
衣。无独有偶，该院急诊科护士翟梦
琦去年国庆假期深夜值班时，在接到
急诊救助弃婴过程中，这位90后护
士解衣为弃婴哺乳，吃饱奶后的弃婴
终于止住了哭声。这暖心的一幕被
网友发布后，人们深受感动，纷纷点
赞并称其为“最美妈妈”。事后，这件
事被多家媒体报道。

“举全院之力，全面改善医疗服
务质量，让越来越多的患者在医院发
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更强舒适感。”该
院院长于拥军说，为此，该院去年开
展“好创意、好形象、好声音”活动，将
无形医院文化可视化、具体化，出院
患者满意度达97.6％，门诊患者满意
度达96.9％。不仅如此，该院连续举
办十三届“春暖万家·关爱女性送健
康”大型公益活动，长期选派医务人
员参加援非援疆和对口支援工作，连
续７年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开展
肿瘤防治宣传周、营养宣传周、“爱来
癌去”健康俱乐部、肺癌筛查防治公
益行动等义诊活动。

两场“大考”锤炼“最强战队”

2020年，是该院“三甲”复核评
审的关键之年。“三甲”复核评审，不
仅事关一家医院的荣誉，更是对医院
整体实力的全面检验。据统计，“三
甲”复核评审以来，该院共补充、修订
制度、流程、职责1984项，修订临床
常见基本诊疗常规、临床技术操作规
范、感控工作流程等 2786项，培训
241批次8700人次。培训医院内审
员1000余人次。为了高质量、高标
准完成“三甲”复核评审工
作，该院多次邀请上级专家
莅临医院检查指导，组织外
出学习300余人次，着力在
医院管理、医疗质量、服务水
平、设施建设上狠下功夫。
迎接复审的不懈努力，也转
化为该院创新发展的强大动
力。自“三甲”复核评审工作
开展以来，该院各部门均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临
床一线到后勤管理，从院区
环境到各个库房，医院改变
的不仅是面貌，更是管理内
涵的品质提升。

去年年初，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让该院面临一
场“大考”。身处抗疫的“前
沿火线”，该院医务人员纷
纷主动请缨，以非常之“役”
决战非常之“疫”。由于该
院准备充分、发现及时、措
施得力，焦作市第一个新冠
肺炎疑似病人被紧急送到该
院进行医治，经过科学规范
的筛查后得以排除。作为发
热门诊定点医院、医疗救治
后备定点医院，该院毗邻焦
作火车站、市旅游客运站，
收住外来发热留观病人多，
工作量比较大。自疫情防控

开始到当年５月份，该院共进行预
检分诊113518人次，接诊发热病人
2130人次，留观病例33例，发现疑
似病例12例，解除隔离10人，转焦
作市三院后确诊2人。从闻令而动，
到取得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全
院职工倾尽心力，实现了“应收尽
收、应查尽查”，保持了“院内零感
染”和“诊断零差错”。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
该院不仅派出6人到焦作市第三人民
医院、市疾控中心、沁阳市参加一线
救援，而且派出焦作市规模最大的医
疗战队驰援武汉第一线，并出色地完
成了高风险医疗护理救治任务，取得
了收治病人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
染、医护工作零投诉的骄人战绩，为
打赢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立下了

“焦作战功”。作为焦作市援鄂应急
医疗队队长，该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王
建峰事后受到省委组织部及河南省
高校工委通报表扬，先后获得了“河
南省五一劳动奖章”、省第九届“河南
优秀医师”等多项荣誉。

与此同时，该院护理部因疫情防
控宣传成绩突出，省委宣传部、省科
协对该院护理部进行了通报表彰，这
在焦作市医疗机构中是唯一一家。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后，该院勇担社会责任，
派出精干队伍，竭尽全力配合河南理
工大学、焦作一中等学校的疫情防控
工作，助力焦作市大中小学顺利复学
复课。

立足当下，回首过往，展望未来，
总能看见时间坐标上镌刻的印记熠
熠发光。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是该院落实“十四五”规
划的开局之年。奋进新征程，该院将
继续凝心聚力、鼓足干劲，风雨无阻、
笃行逐梦，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
为人民的健康努力奋斗。

为怀川百姓健康奋力逐梦
——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纪实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岩 通讯员 李磊 文图

健康是享受幸福生活的前提，健康是开创美好未来的根基。对于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焦
作市第二人民医院）来说，健康不仅是稳步前行的指引与力量，更是肩上沉甸甸的职责与使命。

作为代表城市医疗发展水平的领军型医院，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始终把人民健康需求放
在心里、扛在肩上，以人民群众对高水平医疗条件的向往为努力方向，始终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跑出与
时俱进的发展加速度。

新年伊始，该院就把大规模引进高端医疗人才作为２０２１年第一件大事，充分体现了该院爱
才、惜才、用才的决心和意志。伴随着浩荡的春风，接二连三的喜讯不断从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传来：在２０２０年度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质控综合排名中取得单项评分全国第一，综
合全国并列第三的优异成绩；近日荣获“２０２０年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优秀工作单位”称
号，并在全国１４００余家医院（肿瘤专科医院及设置肿瘤科的三级综合医院）中脱颖而出，取得综合
排名全国第４位的好成绩。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像卫生界的一匹“黑马”，在全国卫生行业
中脱颖而出。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唯有弄潮儿方能勇立潮头。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虽“身兼多职”——
焦作市肿瘤医院、焦作市首批互联网医院等，但仍不断求索、开拓创新、不断超越，软硬件加速升级，国
内排名持续提升，在由“大院”向“强院”的转变道路上再续辉煌。

近年来，该院先后获得全国优质医疗服务示范医院、全国改善医疗服务创新医院、全国百姓放心
示范医院、全国最具公信力医疗机构、国家高级卒中中心、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单位、全国卫生系统医疗
扶贫贡献奖等诸多荣誉，连续四届蝉联省级文明单位。

欢迎医院援鄂医疗队凯旋

医院购置的ＰＥＴ－ＣＴ启动仪式

示范区院区效果图

内涵制胜

智慧医疗

硬件提档

亲情服务

全力备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