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躺在鄄城县人民医院磁共振室诊断床上的任
某还没起来，她的图像资料即通过数字影像系统
上传到2 0 0多公里外的省立医院。通过视频系
统，顶尖医学专家仿佛“身临其境”般会诊指
导。会诊后，县医院的专家们按照省专家指导意
见，制订方案，顺利完成手术。

患者任某，患病多年，双侧膝关节疼痛反复

发作，非常痛苦，辗转多个地方就医，不能确
诊。磁共振检查，发现其双侧股骨和胫骨多发异
常，经远程会诊系统与省立医院专家会诊，确诊
为多发性骨髓水肿，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也为
病人治疗赢得了时间。

这仅是鄄城县人民医院借力实现振兴的实例
之一。它依托的是“卫生强基工程”——— 省立医
院的帮扶。

在家门口享受省专家的医疗服务

如果倒退4年，鄄城县人民医院还是另外一
种情形：年业务收入不到6000万元，科室强的不
强，弱的更弱。妇科和产科合一，没有一个独立
的五官科……在全市8家县级医院中，鄄城是个
矮人一头的“小弟弟”。

以院长张卫华为首的院领导班子为改变落后
面貌没少费了心，他们以职代会为载体，推行民

主化管理，励精图治，大刀阔斧改革人事制度，
全员竞争上岗。改革分配机制，推进绩效工资
制。全院医护人员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但基层医
院人才匮乏的结构性矛盾仅靠自己无法缓解：研
究生请不来，引不进，更不用说博士了。全县没
有一台核磁共振，贷款也能买，现实问题是，新
添置的设备谁来操作？

鄄城县人民医院振兴之路在何方？
2 0 0 8年，院长张卫华找到省立医院院长刘

奇，详述县级基层医院遇到的困惑和不解。刘奇
告诉他，从医的目的是什么，是以最小的代价解
除病人的痛苦，目前患者只能依靠高新仪器、豪
华设备、大专家等信号来选择医院，造成资源上
移，带来极大浪费不说，也导致城乡、地区和人
群之间高度的不公平。要想百姓以最小的代价获
取优质医疗资源，必须培养自己的专家队伍，依
靠外力，激活内力，实现医院的良性循环发展。

这年，省立医院向鄄城县人民医院赠送数字
影像远程会诊系统，价值达50万元之巨。鄄城县
人民医院成为全省4个率先开通此系统的基层医
院之一。这套远程会诊系统既能对基层医院医护
人员业务指导，又免去疑难杂症患者转诊路途颠
簸之劳，降低病情反复风险，通过该系统会诊的
所有患者，不收任何费用，已为群众减轻经济负

担100多万元。
全科服务、适宜技术、预防保健方面的资源

是稀缺的，要把金字塔的资源向底部移动。省立
医院的领导深谙这个理。

2009年5月13日，“省卫生强基工程”在菏
泽举行启动仪式。

5月26日，省立医院第一时间与鄄城县人民
医院对接。院长刘奇率班子成员来鄄城，他们走
科室、看设备、问病人、找差距，发现管理短
板。此后，院领导高顺宗、秦成勇、王玉林多次
深入鄄城调研调度。接着又给送来医院急需设备
器材，价值达100万元之多。

经过双方会商，省立医院确定，以帮扶县医
院妇科、五官科和影像专业为突破口，带动其他
科室发展。省知名专家学者下沉真教，受援单位
真学，鄄城县人民医院360名中级及以下专业技
术人员，计划利用三年时间到济南轮训一遍。由
此，全院医疗水平日益精进，过去应用较少的腹
腔镜、关节镜真正派上用场。

刚刚从手术台上下来的孙某，患左肾铸状结
石，鄄城县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在省立医院专家的
指导下，经皮行肾微造瘘，在电视监控下，经输
尿管镜行钬激光腔内碎石，一次成功，手术效果
理想。手术费花了1 . 6万元，除去新农合55%报
销部分，在当地县医院治疗，他本人承担费用约
在0 . 7 3万元。如果是两年前，他可能辗转济
南、北京，上级医院报销比例小，再加上路费、
陪护费，没有3万元下不来。

病人家属高兴地说：“现如今，在家门口也
能享受到省城专家的医疗服务，这是过去想也不
敢想的！”

统计数据表明，近三年来，鄄城县医院每年
有20余项新技术、新疗法应用于临床，医院年门
诊量、出院病人年均增长12%、16%，业务收入
由2008年的6440万元增至2010年的1 . 1 5亿元，
年均增长2000余万元。同时，2010年每门(急)诊
人次平均费用109元，住院人均费用3321元，低
于全市平均水平。

副院长刘建稳说：业务收入高增长和门诊人
次平均费用、住院人均费用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这“一高两低”来之不易，它彰显出帮扶成效，
也说明医院真正进入健康快速发展轨道。现在，
鄄城县人民医院已跻身全市县级医院先进行列。

帮人者真帮受援者真学

“没有省立医院的帮扶，全院专业技术人员
的医疗技术水平不可能以这么快的速度提高。”

副院长王道强这样告诉笔者。
摸清医院发展现状，明晰帮扶思路，制定帮

扶计划，真心实意帮扶，省立医院可谓不遗余
力。

引进核磁共振之初，鄄城县人民医院影像人
才匮乏，省立医院影像中心的陈立光专家在鄄城
帮助调试设备、开设讲座，手把手教，一呆就是
一个月时间，直到县医院所有影像系统与省立医
院的远程会诊系统顺利对接。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在鄄城，一个个克服家
庭、事业等方面的困难，倾心帮扶感人事例在医
护人员和城乡百姓中口口相传。

2009年8月，省立医院眼科博士王琪受命来
鄄城住点帮扶，可3岁的孩子和整日为事业忙碌
的妻子成了放不下的牵挂。为了让妻子少分心，
他干脆带上孩子来到鄄城。为了提高所在科室医
生的技术水平，他买来羊眼球做手术示范，现在
科里同志已能进行小儿睡眠情况下斜视校正等难
度较大的手术。

王智强博士本来帮扶时间为期半年，但县人
民医院牙齿矫畸是弱项，为此院领导专门跑到济
南，恳求省立医院让王智强在县里多待些时间，
多培养几个新人。王智强尽心竭力，不负重托，
有时忙起来忘掉下班时间，住点帮扶时间由半年
而一年，现在马上满一年半时间。今年6月，省
立医院人手紧张，他开始每周济南、鄄城两头
跑，辛苦程度可见一斑。

引智更重引进管理。鄄城县人民医院的领导
者是明智的，他们知道，发挥每个帮扶者的潜
能，是医院医疗技术和管理水平双双增进的绝佳
良机。他们出台举措是，省立医院派往鄄城县人
民医院的帮扶人员，在院连续工作三个月以上
的，工作期间具有中级职称人员全部聘为所在科
室名誉主任，参与科室管理；具有副高及以上职
称人员聘为名誉副院长，参与医院管理。还是前
面列举的王智强事例，王智强被聘为五官科名誉
主任后，口腔门诊在他的指导和管理下，精心布
局，开展微创拔牙术，牙错牙合畸形矫正等新技
术，口腔门诊收入较前翻了一番，得到病人一致
好评。

据统计，2年多时间，省立医院已有14名博
士和专业技术人员到
鄄城住点帮扶。

对 于 鄄 城 人 来
说，医院专业技术水
平提高看在眼里，是
有形的，而医院管理
者观念的变革和医院
管理水平的提高，则
是潜在的、渐进的。
现 在 走 进 县 人 民 医
院，人们蓦然发现，
几乎是一夜之间，医
护人员的言谈举止和
病房环境全变了。生
硬冰冷的敬告变成温
馨可人的提示，在儿
童 病 房 ， 人 们 看 到
“您的心肝也是我们的宝贝”；在I CU病房，
“您1%的希望我们尽100%的努力”……

帮人者真帮受援者真学。省立医院为鄄城县
人民医院医护人员进修学习提供条件，免培训费
等杂费。抓住帮扶机遇，提高业务技术水平成为
鄄城县医院医护人员的心声。县医院在省立医院
附近租借两套楼房，供进修人员使用。省立医院
为租住房屋安装了空调、配备了棉被等。

绩效考核能提高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但考
核办法是在岗出力有奖，外出进修因无绩效进而
工资受影响，医护人员外出培训积极性不高。

医疗服务最重要的力量是医生，而培养一个
医生需要10年时间。说啥也得保护人员进修学习
积极性，更何况到省立医院进修培训的各种费用
对方全免。医院很快改规矩，到上级医院进修，
绩效工资按照在岗的60%发放。

同时院里制定目标，全院医护人员继续再教
育普及率达到100%。所有医生晋升副高前常规
外出进修学习至少一次。鼓励可塑性人才技术骨
干和专家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在医院人才培养
基金中划出专款用于配套经费开支。鼓励在职学
历教育，获取研究生学历者费用三年报销完毕。

如此措施，不一而足。
去年起，医院新进临床、医技人员全部达到

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
目睹变化，县医院上下都说，帮扶的两年多

时间，是县医院设备大投入、医护人员大培训、
技术水平大提高、医院大发展的最好时期，在医
院发展史上值得浓墨重彩大书一笔。

借力发力承上启下

现代医学是方法学，是实践性科学，经验千
金难买。省立医院的帮扶是无私的，这里不吝笔
墨详述帮扶给鄄城医疗卫生事业带来的深层变
化。

妇产科、五官科、核磁共振作为省立医院帮
扶重点，掐指算来自2009年6月以来省立医院先
后派出妇科孟金来博士，眼科王琪博士、范兆姗
博士、孙红主任，口腔科张卫群博士和王智强博

士，磁共振专业由研究所派了陈立光副教授、张
新娟博士、彭红娟博士，放射介入陈颉硕士，彩
超室派了刘绍玲硕士，来院常驻帮扶。加上省立

医院来此短期考察的中层领导已有40余人次。

孟金来在鄄城期间，协助妇科完成经阴全子

宫切除、经腹筋膜外全子宫切除、卵巢癌根治

术、子宫内膜癌行次广泛子宫切除术加盆腔淋巴

结清扫等手术近百例。对妇产科医生感兴趣的妊

娠期高血压疾病及胎心监护仪的使用，多次举办

讲座。提出诸如产房内部布局与病房的关系要通

盘考虑，以及新生儿抢救等方面好的建议。通过

帮助指导，目前鄄城县医院在非脱垂子宫经阴切

除等方面的技术日臻娴熟。这个科室去年妇产科

手术2208例，占全院手术量的42 . 9%。

王琪、范兆姗、张卫群、王智强等博士来院

后，分别在五官科病房及五官科门诊工作，其中

王琪博士在感染性角膜疾病、眼酸碱热烧伤、白

内障、斜视弱视，尤其是在小切口白内障、斜视

等手术方面给予积极指导。在省立医院专家指导

配合下，2010年圆满完成了“百万贫困白内障复

明手术”90余例，2011年3月底前又完成了近70

例，效果非常满意。张卫群在烤瓷修复、全瓷修

复、前、后牙根管治疗、单牙、多个牙及全口牙

缺失的种植修复等技术方面认真指导。2009年底

医院磁共振投入使用，省立医院先后派出5人帮

助工作，鄄城方先后有5人次到省影像研究所进

修学习，目前科室人员已能独立工作，共完成磁

共振检查4000余例。

情系百姓、倾情帮扶。重点接受帮扶的妇产

科、五官科、核磁共振等三科室，成绩显著，其他科

室通过派人到省立医院学习进修，斩获颇多。
2010年神经内科先后派出6人到省立医院学

习培训，成功进行了数十例急性脑梗塞静脉溶栓

治疗，填补医院空白。完善微创血肿引流技术，

全年开展微创血肿引流术87例，开展脑梗塞临床

路径44例，开展了经额路血肿引流术和侧脑室后

角引流术。引进了吞咽康复治疗仪，提高了患者

吞咽麻痹的功能恢复，减轻了患者痛苦。全年出

院1994人次，同比增加196人次。

心内科开展急性心肌梗塞溶栓治疗36例，较
2009年增加5例。成功完成一例心脏永久双腔起
搏器置入术。派出2名护理人员专程去省立医院
进修CCU监护，加强了CCU监护病房管理，全
年共完成危重心脏病监护300余人次，有效地降
低了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

消化感染科开展了尿素14碳呼气试验和内镜
下氩气束凝固治疗。肿瘤专业开展了化疗泵给

药、临终关怀等工作，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
效益。全年出院2379人次，同比增加686人次。
神经普外科进一步拓宽了腹腔镜的适用范围，腹
腔镜下胆囊切除、阑尾切除及直肠癌的镜下切
除，手术量明显增加。

泌尿专业对高危前列腺增生患者的微创治
疗，技术更加完善，使90岁高龄病人实施前列腺
增生镜下电切不再成为禁区。开展腹股沟疝临床
路径30例，腹腔镜26例，前列腺镜106例，该科
成功开展了一例复杂肾结石钬激光腔内碎石技
术，效果比较满意。全年手术1318例，同比增加
144例，占25 . 6%；全年出院2201人次，同比增
加337人次。

儿科开展了危重病儿重症监护、微量泵技术
应用，提高了患儿抢救成功率。全年出院3063人
次，同比增加269人次。血透室的工作逐步走上
正轨，血液透析病人从以前的每月100人次，增
加到每月270余人次。

作为省立医院开展“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
工程”的一个点，去年6月接受国家卫生部专项
检查。检查团通过现场查看、查阅资料、个别访
谈等综合了解，对帮扶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为期三年的“省卫生强基工程”，让鄄城县
医院得到实惠，加快了医院发展步伐。在管理理
念、服务观念、科室专业发展等很多方面，通过
与省立医院领导、专家的学习交流，使医院管理
者拓宽了思路，树立了发展的信心。借助省立
医院的帮扶和品牌效应，县医院业务工作快速
健康发展。有细心者统计，从1999年到2009年
的1 0年间，医院实现从6 3 0万元负债到正资产
的跃迁，而从2 0 0 9年至今的2年多时间，年业
务收入增收2 0 0 0万元的飞跃。以此数据论医院
发展，难免给人以管窥之感，但它从一个侧面
说明了帮扶成效。

鄄城因经济欠发达号称“省尾”，前些年乡
镇卫生院约2/3处于倒闭边缘。卫生强基，县医
院承上启下。按照省卫生强基工程要求，县医院
分别与左营乡、董口镇、闫什镇卫生院建立起对
口帮扶关系。成立了由分管院领导及相关科室负
责人组成的对口帮扶乡镇卫生院和卫生支农工作
领导组织，设立了专门的工作办公室。根据各受
帮扶医院实际情况，制定了详实的《对口帮扶乡
镇卫生院和卫生支农的实施意见》，签订了帮扶
协议。

复制省立医院帮扶经验，“帮扶带教、授人
以渔”。县医院根据被帮扶医院实际，扶持重点
科室建设、赠送必要设备，免费培养卫生技术人
才、提高自主工作能力，派中级以上人员前去坐
诊、指导开展业务并推广适用新技术，传授医院
管理新理念、提高卫生院管理水平等做法，增强
被帮医院的自主工作能力。医院已为全县16所乡
镇卫生院免费培训各类技术人员102人次，赠送
B超机、脑电图机、电视胃肠X光机、空调、病
床桌椅等诊断、化验和办公设备价值120余万元。
受益于农村合作医疗和上级医院帮扶，基层医院
建筑破烂不堪的局面迅速改观，都有了门诊楼、病
房楼，业务收入大幅提高，步入良性循环。

有统计表明，县医院所帮扶的3家乡镇卫生

院，门诊量增长45%，出院人次增长20%，床位
使用率增长30%，业务收入增长35%。为科学合
理分流农村患者、确保基层医院为广大农村患者
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奠定了基础。村常见病、多发
病就近得到诊治，在方便群众的同时，节省医
疗、交通费用。基本实现“小病不出村、一般病
不出乡、大病不出县”。

鄄城卫生人是清醒的，帮扶使鄄城医疗水平
较前有了大幅提高，但基础差底子薄仍是不可忽
视的现实，卫生事业要赶上全省发展步伐，仍赖于
省立医院的长期帮扶，这也是全体鄄城人的期许。

欠发达地区县级医院的振兴之路
——— 鄄城县人民医院借助外力快速发展纪实

■ 蒋万萌 张 平 石奇亭

县县委委书书记记任任仲仲义义陪陪同同省省立立医医院院院院长长刘刘奇奇考考察察工工作作

县县长长谷谷瑞瑞灵灵和和院院长长张张卫卫华华在在一一起起讨讨论论医医院院
发发展展规规划划

团结奋进的院领导班子

省省立立医医院院组组织织专专家家团团到到鄄鄄城城县县人人民民医医院院义义诊诊

投投资资33 .. 55亿亿元元的的鄄鄄城城县县人人民民医医院院鸟鸟瞰瞰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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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县委委副副书书记记、、县县长长谷谷瑞瑞灵灵到到医医院院指指导导工工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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