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暖阳五月，夏至未至的季节，
和风吹拂，拂去满心疲累。山东中
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医师们洋
溢着笑脸，迎接着一场又一场的中
医知识科普公益讲座和义诊。知名
专家、院长、副院长亲自下基层，
进乡村、进学校、进社区，让医改
成果和医疗资源惠及更多人民群
众，将我国灿烂的传统中医文化融
入到医院的一举一动，每一个决
策，每一个细节之中。

善，中医文化入人心

医院的责任，不应止于救死扶
伤，不应止于事后的救助，而应该
是倡导一种疾病预防的健康生活的
理念。中医，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符
号。树立健康生活理念，标本兼治一
直是中医文化所倡导的内容。

义诊，可能对于每个医院来说
都是服务百姓的最直接的选择，但
是在很多时候，往往只是顾及对相
关的疾病进行诊治，却忽略了对百
姓们进行健康生活理念的培养。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也只能是治标不
治本。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在进行义诊的时候，就特别注意这
个问题。

2015年医院与新疆喀什疏勒县
维吾尔医医院签订对口支援协议，
先后组织“中医药特色服务进军
营”、“庆八一中医查体送健康”和参
加省干部保健局上门亲情服务等16

场义诊活动，为3645名患者提供医
疗服务。在每次进行义诊之前都会
组织相关的中西医专家和国家、省
级名老中医药专家，用浅显的语
句，讲解深奥的病理，用最接地气
的方式解释进行相关的养生困惑。

一人之力不如群人之智，一个
医师、一家医院的力量总是有限
的。在一个人的时间精力、人力物
力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又想能够
做成一些事情，那么，最明智的做
法就是——— 志愿服务，为了一个共
同目标的实现。志愿服务，这同样
也是国际大趋势。

调查数据显示，在美国的医院
里，大学生的志愿服务是一个很大
的助力，不仅有助于帮助医院解决
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
是，在进行医院工作的志愿服务过
程中，院方会对这些大学生进行培
训，给他们树立健康生活的理念。
这些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素质较
高，对新事物接受能力较强，因
此，他们会自觉将这种健康的生活
理念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并去影
响着他人。从而形成涟漪效应。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就非常明智地采用了这个办法。院
方已经与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女子
学院等多家高校进行了战略合作，
对大学生进行医学常识的培训，大
学生进行义诊的志愿服务。不过，
与其说寻找志愿者，倒不如说是在
进行健康生活理念的众筹——— 为了
实现同一个目标，筹集众人之力。
令人惊喜的是，医院在开展这一项
目，实现了对大学生进行健康生活
理念的塑造的同时，也对大学生进
行了中医文化的教育与熏陶。院方
在进行大学生志愿培训的课程中，

除了必要的硬性的技术传授，而且
还融入了中医文化的软素质。

义，院间合作共命运

中医早已深深地烙下了中华民
族精神的印记。“天行有常，不为
尧存，不为桀亡”，而“人以天地
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自当顺应
自然，而后可以“长有天命”。我
国的医疗事业深受国家的重视，但
目前还处于一个磨合调整期，为
此，国家政策特意提出了要求医院
系统建构医联体架构。山东省中医
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也顺应国家政
策大趋势，积极开展医联体前期准
备项目——— 院间合作，共赢共进。

医联体，指区域医疗联合体，
是将同一个区域内的医疗资源整合
在一起，通常由一个区域内的三级
医院与二级医院、社区医院、村医
院组成的一个医疗联合体。目的是
为了解决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发烧
感冒的就不用再挤进三级医院，在
小医院也能解决，解决看病难的问
题，实现了人民满意、政府满意、
职工满意的预期目标。

目前阶段，山东中医药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依托自身的学科水平、
专科技巧等软实力，通过与地方医
院合作，一概既往模式，采取互助
共赢，协同共进的模式，与地方医
院展开全面合作，通过三种模式去
提升合作地区的医疗水平。

首先，指导式，派出专家团
队，对合作医院进行业务指导。接
收合作医院的医生来院进修课程进
修、业务培训、技能学习等。提高
合作医院医护人员的知识水平，在
此过程中，完成双向转诊，分级诊
疗，疑难病人转出，稳定后转回的
全流程服务。

其次，派驻式。山东中医药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派出驻科医生到合
作医院临床科室，负责整体业务水

平提升及科室综合业务管理，派驻
期间，完成对合作医院科研、临
床、技术、学术水平等综合提升，
并完成设定的医学经济学指标。

最后，托管式。在前两种合作
模式基础上，对合作医院的业务进
行管理，在整体上提高对方的医疗
水平，期间，合作方的全部医疗过
程及医务人员人事安排由托管方完
成。设定业务考核、经济考核、社
会效益考核指标体系，采取第三方
绩效模式，通过医疗质控，成本分析

等完成对合作医院的全面提升。
以上类合作模式为山东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对外合作模式
创新，能够全面改变医改过程中上
下联动机制不协调，分级诊疗病人
主动性弱，三级、二级、一级医院病
人群体分级不明确等问题。提高合

作医院双方积极性，在合作共赢的
基础上，共同进步，从而实现百姓的
分级治疗，有效地避免医疗资源的
浪费。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只要一出
现问题就往大医院跑，结果长年累
月积累下来的问题就形成了“大医
院医生大材小用，小医院医生无处
施展拳脚”的极度不平衡的医疗格
局。在医联体项目建成之后，医院
的治疗水平能够在整体上得到一个
大的提升，一些小疾病，例如发烧
感冒，就能在乡镇小医院得到很好
的治疗，乡镇医院也能够在很大程
度上留住病患，实现自身的发展。
而一些大的疾病，小医院很清楚自
己目前的条件还没能力去治疗这种
疾病。于是就有了很好的后方保
证。让患者能够放心地进行转院，
并不会再去浪费精力去医院劳神费
力地重新走一遍刚入院的程序，这
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群众收益。

因此，新型医院合作模式的构
建，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医患双
方、不同级别医院多方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

慈，强基工程提素质

强基工程，强化基层，提高基
层，更加贴近基层，更加从基层利益
出发，更加关注个体利益……新一
轮“强基工程”更加突出“基层”特
色，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不断破解
基层中存在的难题，提高基层工作
科学化水平。在强基工程的大潮中，
山东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依
然走在了前列。截止到笔者的发稿
日期，已经与开启了今年新一轮的
安排，目前已经与莱芜中医院、安丘
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了合作，完
成了多项强基工程的分项目。

在这个强基工程中，院方选择

的是与对方进行长期战略合作的帮
扶形式。这种帮扶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业务提升。古语云，孰能生巧。
在一个领域里有杰出成就的人，他
一定是专注于该领域很多年的人，
因为只有专注，才能熟悉，因为熟

悉，才能看出技巧，总结出便捷的方
法。而强基工程在这方面的提高，主
要就是进行业务指导，站在巨人的
肩膀上看世界。增强技术力量，指派
一些骨干去上一级医院进修学习心
得技术知识，将学会的知识，内化
成为自己的资源，再将这种知识技
巧教授给本院其他人，形成涟漪效
应，从而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自身
医院的业务水平。

理念完善。要想发展好，理念
确立早。由此可见，科学发展理念
的树立在医院的发展中的重要性。
科学完善的理念是建立先进机制的
先决条件。医院通过多次派遣医护
人员进行出国交流学习，学习其他
国家先进的医疗理念，再与本土医
院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最终确定了
一套适合本土医院发展的先进理
念，根据先进理念建立先进的机
制。在强基工程中，院方很注重理
念的科普，只有树立先进的理念，
才能根据这个理念的要求去开展相
应的工作，从而使医院能够往更好
的方向发展下去。

形式创新。不断变革创新，就
会充满青春活力；否则，就可能会
变得僵化。在医院的发展方面也存
在同样的问题。模式僵化是所有事
物没落的最终原因。只有不断进行
创新，不断变革，才能前进，才能
发展。

在这儿不得不提的一个项目就
是远程会诊。现在是一个互联网+

的时代，依托于高速的网络传输，
一些病患，在小医院接受治疗，如
果小医院的一些技术条件达不到相
应的治疗要求，那么就可以通过医
院的内部系统与本院进行对接，本
院的专家医师会对病人进行远程会
诊，相当于大医院的专家就在患者
身边一样。

孝，家庭护理遂人愿

惜乎人间不识孝，回心复孝天
理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孝道
可以说是重中之重。山东中医药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作为中华文化的传
承使者，在自己的工作中也将“重
孝”作为一个大的板块来进行宣扬。

首先是积极开展国医堂创建工
作，8个社区建档60591人，建档率
89 . 41%，辖区65岁以上老年人查体
和高血压、糖尿病、重性精神病人
规范化管理率达51%以上，办理家
庭病床126人。家庭护理单元的对
象，很大一部分是失能老人，子女
们都有自己的事业，不可能全天候
陪伴，而家庭护理单元，就像是一
个私人护理医师，一天24小时的检

测。高科技的医疗设备，云计算的
大数据支持，预防与诊治相结合，
最重要的是，所有的这些服务费用，
百姓只需支付其中的一小部分。

例如，一个高血压的患者，在睡
觉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发生危险，如
果不能及时发现救治就有可能生命

垂危。但是，在家庭护理单元中，有
很多高科技的设备进行实时监测。
在睡觉的时候也会检测患者的心
率，心跳，脉搏等数据，通过云端的
大数据计算，在危险即将发生的时
候进行报警，即提醒了患者的家人，
也提醒了医院一端负责监控的医
师。从而有效地进行危险的预防。

再如，一位脑中风患者在恢复
期间摔倒在地，这时，家庭护理单元
的报警设备就会响起通知他的家人
和医院，如果家里没有人，患者已经
昏迷，若不及时救治就很可能是危
在旦夕。院方的检测医师可以通过
报警联系患者的紧急联系人，让其
确认并配合院方对患者进行治疗。

而现在的家庭护理单元已经在
济南市建成了9个，辐射到了济南
的各大辖区，受益人口8万有余。
在济南市的各大医院中位居前列。

博，高科技手段广应用

医院博采众长，积极开拓思
路，探索互联网+医疗时代的诸多
举措。医院于2015年底与台湾健康
管理公司合作，成立“两岸健康管
理中心”。引进远程物联网设备，
可穿戴医疗设备，远程健康信息监
测设备，自主研发中医多元望诊系
统，建立基于移动物联、远程监测
技术的中西医结合互联网健康系
统，开展家庭照护、日间健康监
测、在院病人监测、查体人群监
测、出院病人监测、院前急救监测
等项目。同时，依托于国家行业专
项，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等完成科
技信息化改革。本年度，医院承担
山东省中医药数据中心建设任务，
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将全省
2 4 8家国医馆管理信息、医疗信
息、技术应用信息纳入统一管理，
同时，推广中医网络继续教育系
统、辅助开方系统、远程医疗会诊
系统等，实现多方互联互通，打造
新形势下中医医疗大数据平台。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
之远则忧其君。山东中医药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高度
的家国责任感的医院，中西合璧，
传承中医文化，悬壶济世，惠及万
千百姓。纵观国际大局，医疗事业
依然是朝阳行业，然而我国的医疗
卫生事业的发展方向如何，医院已
经做出了表率。随着中医在国际上
越来越受欢迎，它的很多理念已被
大多数人接受，中西医融合发展实
在是大势所趋。让我们祝愿山东中
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在事业发展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西合璧，所
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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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合璧，传承中医文化 悬壶济世，惠及万千百姓
——— 解读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疗创新新举措

杜晓林 张铁峰 李想

康复医学科专家走进日照五莲义诊。 全国人大代表、生殖医学科孙伟主任长清义诊。

义诊现场。

看到别人中奖也会止
不住心痒？想买彩票总要
跑腿又感觉好麻烦？闲暇
无聊时想找点乐事打发一
下时间？……我们懂你的
烦恼，也帮你想了一个妙
招 ，送 你 一 个 买 彩 神
器——— 山东体彩推出的

“手机在线”，有了它，让你
躺在家里也能买彩票，动
动手指就能中奖！

悄悄告诉你，“手机在
线”目前还有福利放送噢，
1500万红包大派送活动还
在持续进行，注册送20元红
包，充值100就送50元红包，
如此美事怎能错过？更何
况大乐透还在开展5亿元
大派送活动，用“手机在
线”，领红包、分享派奖奖
金一个都不能少！很多新
加入的小伙伴还不知道怎
么来操作，没关系，以下5

步助您轻松开启“手机在
线”美妙之旅！

第一步：扫描二维码
用户首先扫描二维

码，下载“手机在线”，就可
以参与红包活动。

第二步：下载安装
“手机在线”有安卓和

IOS两个版本，用户可根据
系统提示逐步安装即可。

第三步：注册账户
用户根据提示输入用

户名、密码进行登录账号
注册；根据系统提示输入
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手
机号码等信息，验证通过
后投注账户开通。

第四步：充值
目前您可通过储蓄卡

快捷支付进行充值，同时
可以通过建设银行的网
银、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
进行充值。

第五步：投注
用户登录手机客户端，

选择具体游戏，按界面提示
选择游戏，点击“立即投
注”。目前开售的游戏涵盖
竞猜型、即开型、乐透型共
19款游戏，选择心仪的游戏
就可以投注赢大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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