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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是标注前行步伐的刻
度。

刚刚过去的2018年， 对莒县
中医医院来说， 注定是一个不平
凡的奋进之年。

医院顺利通过“三甲”复审，
建立14个博士生导师工作站及7
大学科团队， 引进三十余项新技
术新项目， 成功创建山东中药大
学附属医院······每一步闪光的
足迹， 都彰显着管理者的殚精竭
虑，透露着医护人员的辛勤汗水，
传颂着一段开拓创新、 砥砺前行
的经典佳话……
内涵成就品质：打造高水平医院
衡量一家医院的标准有很

多，资质，无疑使最具分量的评判
标准。

一年来， 莒县中医医院继续
强化内涵建设， 提升医院管理水
平， 向着打造高水平医院目标迈
进。医院创新管理机制，把提供优
质医疗服务作为加快医院建设的
标准， 将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作为
医院发展的重要基石， 以精细求
深入， 把精细化的服务理念贯穿
到医院建设的各个层面， 取得了
明显成果。

6月6日至6月8日， 按照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要求， 三甲评审专
家组一行严格按照标准细则对医
院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检查
和评审，最终，莒县中医医院以令
专家赞叹的实力顺利通过三甲复
审。

医院等级评审细则数以千计，
对参评医院来说不可谓不是场严
峻的考验。莒县中医医院赢得这场

考验，得益于医院“练内功”强身壮
骨的自身建设理念， 和精细的管
理、扎实的工作作风。

10月21日， 山东中医药大学
附属莒县中医医院揭牌仪式在莒
县中医医院举行。 山东中医药大
学是山东省一流学科建设单位，
是高水平中医药特色名校， 也是
省属高校中拥有国家级重点学科
最多，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授权最
早的中医院校。

一家医院与上级高水平医学
机构合作，对方看重的不仅仅是医
院的建设规模、床位数量、仪器设
备,还有医疗质量和服务等内涵建
设情况，莒县中医医院成为唯一一
所县级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标志着医院发展又迈上一个新的
台阶，同时也充分肯定了莒县中医
医院的内涵水平与综合能力。
合作促进提升：建设优势学科集群

莒县中医医院立足地方，始
终以大视野、大格局谋划发展，以
兼容包并的姿态开拓前行。 为提
升诊疗能力，他们积极“攀强亲”，
与高端医疗机构合作。 医院是山
东中医药大学医疗集团协作医
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协
作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
院技术协作医院、 山东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非隶属附属医院。
智者，善于借力发展。为了一

方百姓的健康，医院怀虔诚之心，
将诸多业界专家请进医院。 医院
先后与山东省中医院、 山东大学
齐鲁医院、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
千佛山医院等省级医院著名专家

合作建设了脑病科、神经外科、儿
科等10个博士生导师工作站，肾
病科、心内科等4个硕士生导师工
作站。 建立了眼视光中心、张春清
（泰山学者） 工作站-莒县消化疾
病诊疗中心、 莒县中西医结合男
科临床中心等7大专科团队。

依托博导硕导工作站及各工
作室，医院各科室根据患者需要，
与专家密切联系， 定期邀请专家
來院坐诊， 让患者在家门口能得
到医疗专家高水平的诊治； 专家
们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 倾心传
授前沿新技术， 有力提升了医院
服务能力， 扶持了一大批强势学
科，在周边地区拥有较大影响力。
实力铸就品牌：中西医融汇发展
传承中医国粹， 造福黎民百

姓， 是新时期中医院义不容辞的
责任。

现代西医有强大的科学技术
后盾，而微妙的中医则是几千年经
验的沉淀，中医和西医对不同的疾
病各有优势。围绕发挥中医药特色
优势和提高中医临床疗效，莒县中
医医院注重彰显特色优势，着力推
进医药传承创新。

10月21日， 莒县第二届膏方
文化节在莒县中医医院拉开帷
幕， 这是该院大力推广中医药疗
法， 不断满足患者中医诊疗服务
需求的举措之一。 活动收到了显
著效果，对于促进中医药在预防、
保健、 治未病等领域的宣传和推
广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医学技术是人类智慧的
结晶， 近年来莒县中医医院不断
学习和引进西医技术， 为医院发
展注入了不竭动力。

11月23日， 莒县中医医院卒
中中心建设启动， 致力于为卒中
患者提供高效、精准的诊疗技术，
最大限度地缩短卒中患者救治时
间，提高本地区脑卒中救治水平，
有效挽救患者生命。

12月18日，代表CT最高水平
的西门子SOMATOMA ForceA CT
在莒县中医医院启用， 这是当今
世界上最尖端的CT检查设备，是
山东省第四台、 也是莒县唯一一
台ForceA CT。

12月8日，该院产科对一凶险
性前置胎盘患者手术治疗中，顺
利开展自体血回收技术， 提高了
抢救成功率······

2018年， 医院共引进开展新
技术新项目31项。
海纳百川， 博采众长———一

切为了患者！ 这是莒县中医医院
的胸襟和高度， 更是这家医院的
庄严承诺。 中西医并重， 融汇发
展， 为医院发展夯实了坚实的基
础，也造就了医院的实力和品牌。
服务惠泽百姓：打造温暖医院
医院发展思路紧跟国家导

向，思想观念开放包容，既适应当
前医改大背景新形势， 又牢牢把
握基层百姓健康需求， 积极履行
公益职责。

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根据上级部门安排部署， 截至目
前莒县中医医院与夏庄镇、 小店
镇等8家乡镇卫生院联合组建了
“莒县中医医院医共体”。 一年来
医院致力于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对基层卫生院进行帮扶， 让基层
百姓享受到了先进的医疗技术。
如何让医学变得更温暖， 如何让
医院变得更温暖， 这是当前许多
医院在服务患者方面探讨的课
题。

只有站在患者的角度想问题,
才能把服务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周
全。

8月份竣工的“风雨连廊”，将
医院各楼连成了一片，从此，患者
进行各种检查， 都无需穿越露天
区域。 一座连廊，连接起了医院各
楼，构建了更便捷、有效的就医通
道， 也表达了医院广大干部职工
呵护患者的心愿， 架起了医患之
间的心灵桥梁。

一切工作， 都围绕始于患者
需求，止于患者满意。 这是2017年
院领导班子调整以来“人文医学”
精神的重要延伸。 一年来，医院持
续不断改善就医条件， 提升服务
水平， 在提高患者就医舒适度与
满意度上用心做文章， 将医学赋
予更多温度与情怀。
“患者是孕妇、聋哑病人。 为

了安慰她， 我们的巡回护士一直
拉着她的手， 耐心的写字跟她解
释：宝宝没事。我们请产科大夫会
诊在手术结束后， 检测胎儿胎心
率， 确认安全后方送患者返回病
房······”

这是莒县中医医院微信公众
平台上手术麻醉科陈飞的日记，平
常的一个手术、 短短的数百字，却

感动了无数人。
———细节，往往最感动人。 一

只手，可以温暖很多颗心。 一个小
小的动作， 也许会温暖患者一
生······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李晓菲的
故事， 更是在古莒大地上传颂。
2018年4月，李晓菲赴济南接受造
血干细胞采集， 由于受捐者对造
血干细胞需求量大， 李晓菲一共
接受了两次采集。
茫茫人海，素昧平生。 这是一

场素未谋面的拯救， 这是一场陌
生的爱心接力。
———医者仁心。因为见到过病

魔的残酷，让李晓菲更能感受生命
的宝贵。医学的根本职能在于治愈
疾病，也在于关心、帮助、安慰患者
和需要的人。

医者，大爱无疆。 一年来，莒
县中医医院牢记公益惠民职责，
通过援疆、义诊、免费手术、捐建
乡村卫生室等多种形式惠泽民
众， 以奉献与博爱赢得百姓的良
好口碑。
岁月的年轮， 有的人写在脸

上，有的人印在心里。回眸莒县中
医医院这一年， 这凝结着辛勤的
汗水、奋斗的身影、深沉的大爱和
火焰般的激情的一年， 已经深深
刻在所有中医院人的集体记忆
里，也印在老百姓的心里。
守护百姓健康，“医” 路砥砺

前行。 当我们折服于中医院人骄
人的业绩、昂扬的斗志、饱满的激
情、顽强的作风的同时，我们更坚
信：他们，一定会创造一个更加辉
煌的未来！

（范红玉 王孝芹）

守护百姓健康 “医”路砥砺前行
———莒县中医医院2018年度发展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