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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欣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省中医院与阿里健康科技

（中国）有限公司合作项目正式启动。
据山东省中医院院长赵升田介绍，此次合作山东省中

医院将借助阿里健康的立体化产业发展优势，立足医院
信息化建设的基础，抓住国家医疗健康大数据中心落户
济南这一机遇，以“互联网+”思维打造符合信息时代
特征的高效、普惠、智能、开放、融合、快捷的生态体
系，共同探索“互联网+智慧医疗”的服务新模式，拓
展我院优质服务能力，建立完善的中医大数据和中医药服
务体系，让百姓在家里、在社区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
务。

赵升田认为，借助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中医药与互
联网的合作将实现时空穿越，使宝贵的中医药技术插上现
代科技的翅膀，得以更好地传播和应用，为中医药发展提
供更加便捷、有效的现代方式和路径。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于莉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月7日，山东大学齐鲁医

院华美楼门诊自助服务机前，来自泰安市岱
岳区的肿瘤患者刘明，仅凭一张“充值”的
身份证，就顺利完成了挂号、就诊、检查、
取药等整个流程，期间除仅有的一次补充交
费外，没有在缴费、排队等方面浪费任何时
间。

创新服务理念，改进就医模式。据山东
大学齐鲁医院门诊部主任耿磊介绍，自2015
年10月以来，医院充分应用移动互联技术，
调集精干力量，组成门诊服务信息化改造领
导小组和工作团队，全面梳理、优化门诊医
疗服务流程，实施信息化再造、提升工程，
探索全流程闭环管理，初步打造出特色鲜
明、流程简洁、运行高效的就医模式，取得
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分时段、全预约，最大限度方便患者。
通过确立强化网络预约服务和优化现场预约
服务相结合的工作路径，逐渐打造“多管齐

下”的全预约诊疗工作架构，有效分流患
者，优化诊疗时间配置、提高诊疗率，改善
患者就医体验。患者不需要提前在医院建
档，即可通过医院网站、微信、支付宝、手
机App、电话、现场、诊间等多种途径进行
预约；患者分时段就诊，可以精准预约到某
个专家、时间精确到分钟，方便患者安排时
间，避免盲目等候和不必要的焦躁。如果出
诊专家出现变动，医院将在第一时间短信通
知患者，并提供备选专家。

流程再造，结点扣费，利用移动互联技
术消除造成患者滞留的首要因素——— 重复缴
费、排队。项目团队经过前期调研，针对传
统就医模式下造成病人多跑腿、多排队的关
键——— 收费环节，实行整个门诊就医流程的
梳理、优化和再造。在全国率先采用身份证
预储值、就诊实名“一卡通”模式，患者入
院就诊，只需使用身份证建立虚拟账户并预
储值，即可持身份证就诊，在诊疗、检查、
检验、取药等结点直接扣费，无需再重复排

队缴费，用信息的传递和交互，最大程度地
节省人力成本，提高组织的运转效率；而且
在产生费用的每个环节，病人都可以即时收
到费用明细提示短信，包括费用名称、费用
金额、余额等。在病人完成全部门诊流程
后，即可根据短信提示进行电子化退费，最
大程度为病人提供便利并保证患者就医信息
的连续性。整个闭环管理就医模式集合理
性、科学性、技术性、便捷性为一体，大大
缩短了病人的排队、候诊时间。同时，医院
还为病人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仍保留支持医
保卡、居民健康卡、医院就诊卡等其他卡片
的正常使用功能。

银医合作，实现就医自助化。医院在门
诊不同区域部署自助预约机、自助查询机、
自助打印机、病历售卖机等自助设备，为患
者提供便捷的身份核验、预约确认、医院
（患者、科室、专家）信息查询、检验检查
报告（报销单据）自助打印、退费等服务；
病人还可以通过病历售卖机自助购买病历。

大大提升了病人就医的自主性，缓解了人工
窗口的工作压力，增加了医疗过程的透明
度。同时，开发智能导航为不熟悉院区和诊
室布局的患者提供360度3D实景导航服务，
患者只需凭手机，即可顺利到达任何诊疗工
作站。

门诊服务流程形成清晰的闭环结构，医
护人员工作效率明显提升，门诊秩序井
然，排队情况明显缓解。据统计，目前，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门诊预约就诊的病人比
例已达80%以上，病人来院就诊时间更加
精准，不同时段病人分布更加均衡，原来
门诊人挤人、窗口排长队的现象已经根
治。同时，门诊专家与就诊患者的比例得
到合理调配，专家工作效率明显提高。据
抽样测算结果显示，挂号时间、候诊时
间、缴费时间大大缩短，病人门诊就医平均
时间已由158分钟，减少到73分钟，平均每人
次减少85分钟，患者就诊时间显著延长，社
会效益突出。

身份证“一卡通”充值、诊疗 互联网消解重复缴费、排队

齐鲁医院门诊就医人均节时85分钟
山东省中医院牵手阿里健康

□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月4日是第19个“世界癌症日”，省城

各大医院病理、妇科等省内肿瘤诊治领域多位知名专家，
在省千佛山医院开展肿瘤防治咨询及科普宣传活动。

据省千佛山医院病理科主任孙青教授介绍，今年的活
动主题为“我们能，我能——— 战胜癌症”（We can, I
can），旨在呼吁全社会从不同层面（政府机构、肿瘤研究
与治疗机构以及抗癌专业政府、民间组织等），针对不同群
体（青少年、中年、老年、癌症患者、患者家属、普通群众等）
开展相关活动，逐步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肿瘤防控体制。

世界癌症日省城专家

宣传肿瘤早诊早治

□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2016—2017年度驻济机关企事业

单位无偿献血表彰会在济南举行，对在无偿献血工作中作
出突出贡献的120个先进集体、8家爱心企业和114名先进
个人进行表彰。

据山东省血液中心主任张新童介绍，本次表彰会旨在
总结2016—2017年度驻济各单位无偿献血工作，学习交流
开展无偿献血工作的经验做法，对下一阶段驻济单位无偿
献血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进一步推动无偿献血工作健
康持续发展。

驻济机关企事业单位

无偿献血表彰会举行

□孙彩华 葛均辉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济宁众和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荣登国家卫计委“优质服务示范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榜单。济宁众和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多年来始终坚持以居民健康为中心,
依托医联体建设、智慧医疗等服务平台，不
断提升社区卫生服务质量，提升服务能力。

济宁众和社区

荣登国家光荣榜

□宋晓玲 葛均辉 王凯 报道
本报莱阳讯 近日，莱阳中心医院胃肠

外科成功完成一例腹主动脉高风险手术。手
术自双肾动脉开口以下及双侧髂总动脉及分
支栓塞形成，肠系膜下动脉闭塞，病灶由侧
支循环供血的直乙结肠交界处将肿瘤切除，
肿瘤部位与周围侧支血管间仅有5mm的距
离，手术顺利，病人已康复出院。

莱阳中心医院

精准完成高风险手术

□杨学岭 贾志刚 王凯 报道
近日，临沂市人民医院麻醉科医

生抱着准备手术老人的照片在朋友圈
迅速传开。据临沂市人民医院骨矫形
科高鹏吉医生介绍，1月22日上午9点
多，他和杨建勋主任准备为一位63岁
股骨粉碎性骨折的女性患者进行手
术。老人非常紧张，推进手术室后浑
身不停发抖。麻醉医生为她摆了几次
适合麻醉的体位，都因老人的抖动失
败。便请隔壁手术室性格温和、工作
经验非常丰富的邱医生帮忙。她听说
此事后，来到老人身边，对老人说：
“大娘，不用害怕，你把这里当成
家，把我们看成你的孩子。”高鹏吉
看到邱医生一边低声安慰，一边抱住
老人，场面很温暖，就掏出手机抢
拍。杨建勋被这个画面感动，将图片
转发到朋友圈，没想到一会儿就有一
百多人点赞。

□李振 焉然

山东省立医院烧伤整形外科始建于1976
年，是山东省成立最早的烧伤整形外科专
业。40多年来，凭借着不懈的创新意识和精
湛的技术，他们先后取得了国内首次外科手
术治疗着色霉菌病、山东最早的液氮储存异
体皮库建设、国内首次无细胞真皮基质治疗
巨大毛细血管瘤等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带动
山东烧伤整形外科专业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的飞跃，在这一过程中为无数
患者和求美者重新找回美丽，树立信心。

将畸形变为正常，将缺憾化为美好，这
正是几代省医烧伤整形外科人孜孜以求的目
标。

不出山东

满足“华丽变身”愿望
“没有从大腿取皮，而是从后背取，以

后穿短裙泳装都不受影响。”2 0 1 7年8月2 6
日，刚刚在山东省立医院烧伤整形外科接受
植皮手术的王小姐对手术效果十分满意。

“整形美容是塑造美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要尽可能保全美丽，不留遗憾，即便医
生要付出的更多。”省医烧伤整形外科主任
霍然说。开展植皮手术需要在患者身体上取
皮，常规取法是在大腿外侧取，因为这里的
皮肤比较厚，容易移植和成活，另外在手术
过程中无需更换患者的体位，简化了医生操
作。但缺点是患者腿部会有较大伤疤，让一
些女性患者在术后不敢再穿短裤和泳装，留
下终身遗憾。

“如果你是患者，你会感觉不美吗？你
会选择从哪里取？”省医烧伤整形外科废除
了植皮手术大腿取皮优先的常规取法，只要
有可能就改在背部取皮，患者对美的渴望得
到了最大的尊重。

让伤者不残、残者不废，让健康人更
美。在山东人追求健康与美的路上，省医烧
伤整形专业是有力的助推者。

山东省立医院烧伤整形外科成立于1958年
的烧伤科。顾名思义，烧伤科成立之初的主
要职责是抢救治疗烧伤患者。在挽救无数劫
后余生的患者后，医生们发现，尽管生命保
留下来，但很多患者的身体上都留下了难以
消除的疤痕，不仅影响肢体的功能和美观，
更对患者愈后的生活、心理造成影响。1976
年，在任维国、傅洪滨的带领下，山东省立
医院在全省率先成立了烧伤整形外科，并陆

续开展了各关节部位的烧伤疤痕挛缩、切除
疤痕、松解及大张自体皮移植等整形治疗，
满足了众多患者“修残补缺”的需求。

人人都有追求美丽、年轻的权利。上世
纪8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并追求容貌
的美丽，寄希望通过医学手段让自己变得更
美。1985年，山东省立医院开设整容门诊，重
睑、去眼袋、隆鼻等整形美容外科手术的陆
续开展满足了越来越多求美者的需求。

如今，省医烧伤整形外科已细分为整形
美容外科和烧伤与创面修复外科两个亚专
科，步入了科室专业化、精细化发展的时
代。学科细分为求美者提供了更可靠和丰富
的选择。目前，省医整形美容外科已开展面
部美容整形、器官再造、乳房整形、吸脂和
体型雕塑手术、注射美容、瘢痕修复、先天
性体表畸形的修复、体表肿瘤的治疗、唇腭
裂和颅颌面畸形治疗、毛发移植、微创腋臭
治疗手术等全方位的整形美容服务。国内外
开展的整形美容治疗在这里基本上都能找
到，求美者不出山东实现“华丽变身”的愿
望已经成为现实。

各学科均衡、多强

各专科均衡发展，综合实力雄厚，且处
于国内领先水平。近年来，省医烧伤整形外
科在发展上实现了“均衡”和“多强”，并
带动了山东烧伤整形外科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的飞跃。

省医烧伤整形外科在省内达到了规模最
大，科研水平最高。自1982年成立中华医学会
山东省烧伤整形外科分会以来，该科一直是
主任委员单位，同时还是整形外科博士点单
位和全省唯一的烧伤外科博士点单位，2007年
被国家评为烧伤外科和整形美容外科专科医
生培养基地。在巩固烧伤整形省内优势学科
基础上，近年来整形美容专业发展迅速，目
前血管瘤和血管畸形治疗中心、瘢痕整复、
激光美容中心、外耳再造中心、乳房整形中
心已初具规模。

多项治疗技术创国内、省内第一。团队
率先在国内开展手术切除病灶加大块植皮的
手段解决着色霉菌病；率先开展深Ⅱ度烧伤
创面的磨痂手术治疗，开创了烧伤救治的新
模式；购置世界先进的激光脱毛和光子嫩肤
系统，科室激光美容治疗范围和水平达到全
省领先……同时，他们还拥有多个全国领先

的优势专业和技术。在深Ⅱ度烧伤创面的磨
痂手术、体表肿瘤、血管瘤及血管畸形的诊
疗研究上形成了独到特色，实现了优势突
出。

“血管瘤是常见的皮肤病，我们的优势
就在于治疗的规范和技术的全面。”霍然介
绍，在治疗婴幼儿血管瘤方面，团队会根据
患儿病情选择适合的手术及激光治疗、激素
治疗、感染苏治疗等非手术方案，并根据血
管瘤的类型、部位、大小、出现时间、增长
速度等多种因素制订个性化的诊疗方案，以
对患者最小的损害获得最大的治疗效果。同
时，团队在这一领域独创的诊疗技术也在全
国烧伤整形领域树立了省医品牌。霍然团队
应用无细胞真皮基质（ADM）一期覆盖血管
瘤切除后的创面，二期应用自体刃厚皮片移
植与无细胞真皮基质上的手术方法治疗，解
决了大面积瘤体切除后需要移植皮肤覆盖创
面对患者造成的较大创伤问题，在保证手术
成功率的基础上大大降低了手术风险，为全
国首创。

高水平的医疗科研团队是省医烧伤整形
外科立足“国家队”的根基。截至目前，科
室人员已实现博士学历的全覆盖。同时，团
队坚持“走出去”原则，让中青年医师出国
或到上级医院进修学习，参加国际学术交

流，获取行业前沿的信息和技术。近年来，
团队成员先后赴美国、土耳其、泰国参加世
界烧伤整形外科大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举办的第15届世界烧伤外科会议和加拿大温
哥华第16届世界整形外科会议上，省医烧伤
整形外科的技术均作为大会发言向世界顶尖
专家学者进行展示，充分彰显了省医烧伤整
形外科的雄厚实力。

塑美更塑心

先解决心理问题
“霍主任，你改变了我的一生。”这是

手术后，聊城小伙小郭对霍然说的第一句
话。

因为额头部位有凹陷，小郭感觉自己就
是民间常说的“印堂发黑”，运气不好，自
己爱情不顺、事业失利都是额头惹的祸。于
是找到霍然做了假体植入，把额头撑了起
来。然而面对小郭的感谢，霍然告诉他：
“手术改变的不是你的命运，而是你的心
态。”

在塑造美的同时塑造正确的审美心态、
求美心态，给予求美者充分的心理关怀是省
医烧伤整形外科赢得好口碑的重要原因。

对整形美容手术，求美者往往有着各自

的心态，有人是为了让自己变美找到更好的
工作、对象，有人是为了改善夫妻关系，有
人则是看见周围人做自己跟风也要做，但实
际上很多愿望并不能通过外科手术得到实
现。因此，霍然要求省医整形美容团队在门
诊时不能只是接待患者，预约手术，而是更
多地与求美者进行交流，关怀求美者的心理
诉求，并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先解决他们
的心理问题，再解决生理问题。”让每一个
走出门诊的求美者意识到：长相很重要，但
心态更重要，作为个体内在的修养、学识更
重要。

对待心理准备不充分、忽视个体差异追
求同一外形等的求美者，省医整形美容外科
团队则坚持“十不做”原则，对其均予以拒
绝。“在省医整形美容外科，评判一台手术
能不能做，做大还是做小的唯一标准是专业
评判，而不是商业价值。”对此，作为掌门
人的霍然颇为骄傲。在他看来，这种专业评
判一方面依靠医生学术、技术、心理学、美
学等综合素质以及长时间的临床经验积累，
另一方面则是深厚的人文积淀——— 医生始终
把求美者当做一个人，而非一个器官来看
待。这种人文积淀的根正是团队对百年省医
“精诚仁和”医院精神的传承，对仁心仁术
高标准的自我要求。

对待门诊咨询的求美者，坚持专业原
则，敢于说“不”；而对待已经确定实施手
术的求美者，则慎重对待每一台手术，每一
次治疗。

“即便是重睑、去眼袋这样的小手术也
都是外科手术，也可能出现术后出血、感染
发炎等并发症，一旦处理不好，求美者面临
的就是毁容的风险。”在充分认识烧伤整形
外科手术对患者、求美者特殊意义的基础
上，“安全第一、质量第一”，团队成员的
一切诊疗行为必须在相应制度下开展，确保
每一次诊疗的安全。为此，省医烧伤整形外
科实行医疗组双负责制度，每个医疗组至少
有两个副主任医师带队，下级还有主治大
夫、住院医生。遇到重要问题时必须经过小
组充分讨论，确保每一个诊疗决策的科学合
理。

医疗质量的高水平构成了省医烧伤整形
外科的核心竞争力。如今，凭借着高水平的
医疗技术和始终为患者考虑的医者仁心，省
医烧伤整形外科正向着区域烧伤整形医疗中
心的方向阔步前进。让更多人拥有健康和美
丽，把更多的缺憾化为美好，他们一直在路
上！

山东省立医院烧伤整形外科主任霍然带领团队为疑难患者会诊

精技仁心，将缺憾化为美好
——— 山东省立医院烧伤整形外科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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