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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式”帮扶，
工作推进多点开花

对口帮扶工作做得扎不扎实，数
据最有说服力。

今年1~10月，区中医院共派出一
个月以上驻点帮扶医务人员32人，开
展短期柔性帮扶46人次。其中，黔东
南42人次，利川4人次。学科涵盖骨
科、外科、康复科、妇科、内科、儿科、超
声、心电、麻醉、检验、影像、药剂等，开
展业务讲座、教学查房、手术等工作。

共接收3家医院来萧山中医院交
流进修人员40人。其中从江县中医医
院16人，利川市民族中医院20人，凯
里市中医医院4人。

今年6月，凯里市中医医院挂牌成
为“萧山区中医院凯里分院”，医务科副
科长吴晓萍赴凯里市中医医院任院长、
党委副书记，携一支由骨科、内科、康复
科、影像科、设备科、药剂科、护理专家
等组成的团队驻点凯里市中医医院，开
展全方位组团式医院管理，进一步密切
与凯里市中医医院的帮扶关系。

同时，以高端技术输入带动专科
发展，做大做强专科。萧山中医院院
长全仁夫亲自“挂帅”，带领医疗专家

团及驻点专家为受援医院开展了一系
列高精尖手术，为受援医院输入了一
批新技术新项目，使当地老百姓不出
省就可以享受到发达地区先进的医疗
技术服务，受到尊崇。今年已完成大
小手术126例。

截至目前，派驻3地专家累计接
诊病人4012人次，举办培训次数80
次，完成培训课时183课时，培训882
人次。开展适宜技术22项、新项目24
项。进行远程会诊37人次，远程影像
诊断 135 人次，远程继续教育 81 人
次。开展义诊 16 次，受益 1468 人
次。提升医院等级1个，建立规范制
度21个。

此外，区中医院挂职凯里市中医
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吴晓萍和挂职
副院长朱国香自挂职后，一直十分重
视医院的文化建设和医务人员医疗专
业知识水平的提升。在挂职期间，吴
晓萍不断加强凯里市中医医院医务人
员的业务知识培训，制定培训计划，每
周定期开展培训学习；朱国香则从医
院文化建设与发展入手，小到业务宣
传，大到知识培训，始终围绕着中医药
特色，积极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当得知医院打算成立“职工书屋”

时，她们一拍即合，设立了图书基金，
并精心挑选购买了第一批50余册中医
经典医学名著，希望凯里市中医医院
的医务人员能从这些医学经典中感受
到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断提高
为群众服务的能力。

因院施策，
“稳准精”推动学科建设上台阶

在具体的帮扶过程中，区中医院
针对3家医院各自的特点，因院施策实
施“精准”对接。

利川市民族中医院基础好、实力
强，但骨科发展需求大，因此区中医院
将帮扶重点放在了骨科、放射科的发
展上。挂职干部刘杰通过完善制度、
组织业务学习、读片会等形式促进该
院放射影像质量的提高，受到临床科
室医师及患者的好评。由他主持的
《微波消融技术-肿瘤治疗的临床应
用》课题已被立项，进入实施阶段。通
过开展高精尖疑难手术、接收专科人
才来萧进修等互动形式，促进该院骨
科迈向高层次发展。今年4月，骨科医
生朱芳兵被派往利川市民族中医院，
通过“传帮带”将自己学所倾囊相授，
并在该院首次开展了“肩袖撕裂微创
小切口铆钉修复术”“膝关节镜半月板
成型术”等一系列手术，受到好评。

针对凯里市中医医院建院时间
短、整体实力弱的特点，区中医院则开
出了“整体+重点”的“5+2”帮扶计划。

“5”是5个重点专科，“2”是急诊急救
科、重症监护室的建设。从医院管理
入手，把临床科室与辅助科室打包协
同发展，突出康复科、骨科、检验科、影
像科、超声科协同发展，急诊科、内科、
外科加快发展的思路，进而提高整个
医院的服务能力。目前，医院的康复
科从无到有并发展壮大，收治病人日
渐增多达30余名，业务呈现良好发展

势头，成为该院的支柱科室。
从江中医院整体实力较弱，在4家

医院当中有点“先天不良”，所以在学
科建设上重点放在农村常见病多发病
的服务能力提升上。一名内科医生在
帮扶的6个月时间里，通过现场指导、
开展学术讲座、教学查房等方式，指导
该院医师有效学习，传授最新临床处
理方法，提升专科技术与服务理念，有
效地提升了内科疾病的诊治能力，成
为当地老百姓的看病首选医生。

与此同时，通过“留下来带教，送
回去进修”等方式，为当地医院的医护
人员打通一条业务提升通道，专家们
通过在受授医院开展专题小讲课、业
务学习、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手
术示范、专家义诊等方式进行教学。

“输血+造血”并举，给当地医院留下一
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开展公益慈善爱心项目，
延伸爱的触角

今年，两大公益基金项目“重塑人
生脊梁”“杏林天使基金”扩大救助范
围。家住凯里市三棵树镇浪寨村的17
岁男孩李第桥，因自小患有先天性脊
柱畸形而停学在家。

今年1月，他转到区中医院经全仁
夫团队做手术后，如今脊梁正常挺直、
自如行走。他也成为萧山区中医院

“杏林天使基金”脊柱畸形慈善救助项
目惠及凯里的第一位幸运儿，同时减
免医疗费用2.3万元。

为持续扩大影响力，救助更多的
患者，今年3月萧山中医院在贵州凯里
市中医医院、从江县中医院进行了项
目发布。截至目前，已有23名来自利
川、凯里、从江的患者受益，减免医疗
费用36万余元。

萧山中医院专家们不仅在利川医院
传技术、建学科、带团队，还帮扶了当地

一批家境困难的优秀学生，照亮了他们
的求学之路。通过与贫困学生一对一结
对、爱心行动、接力式资助等形式，为当
地的贫困学子送去萧山问候与关怀。利
川的帮扶专家及爱心企业今年又与多名
贫困学生签订帮扶“捐赠合同”，捐赠资
金总额为5.93万元。从江的帮扶专家们
还组建成帮扶接力团队，每月为一名贫
困学子汇去生活费和学费。

为了提高凯里市中医医院、利川
市民族中医院的骨科技术，今年分别
向两家医院赠送骨科器械各2套，价值
32万元。

今年10月，萧山区卫健局领导带
队，区中医院医共体、区卫健系统医
共体单位负责人赴从江，签订卫生院
全覆盖帮扶协议。萧山区中医院医
共体 4家分院分别与斗里、翠里、下
江、刚边 4个乡镇卫生院签约，将开
展为期 2年的帮扶工作。随着集团
化帮扶开始发力，医共体建设也将翻
开帮扶新篇章。

名中医“师带徒”
夯实基层中医药人才基础

人才，是医共体推进的第一步。
萧山中医院有省、市、区名中医 7人
作为指导老师，他们具有丰富、独到
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是本专业
的学科带头人或专科专病的知名专
家，医德高尚，在群众中享有盛誉，
得到同行公认。

名中医以师带徒方式带教中医
药人员 13人，主要采取跟师学习的
形式进行，原则上要求跟师学习每
月不少于 2 个工作日，连续 3 年。
继承人以跟指导老师临床（实践）和
独立临床（实践）为主，在跟师学习
期间，不仅要全面、系统地继承指导
老师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或技术
专长等临证精华，提高临床诊疗或
技术水平，同时要采取自学的方式，
精读《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
略》及《温病条辨》等中医经典，每年

撰写学习心得。通过“师授+自学+
临诊”，为基层中医人才的成长提供
了有力的平台，也为分院夯实了中
医药人才基础。

中医专家排班坐诊
切实方便老百姓求医问药

在加强学术经验继承、夯实基层
中医药服务基础的同时，有9名区、市
级名中医通过工作室，每周到各分院
排班坐诊，为当地百姓解决健康问题，
提供优质中医服务。中医专科专家医
师13人通过全-专科联合门诊、中医
专科包院发展、开展门诊手术等形式，
方便老百姓求医问药。自8月份以来，
累计接诊1000余人，有效地扩大了中
医院医共体影响力。

开设中医护理专家门诊。为使中
医适宜技术持续推广，医共体中医护
理门诊也应运而生。中医院中医护理

专家到5家分院各开设1个中医护理
门诊，开展刮痧、平衡火罐、中药熏蒸、
耳穴埋豆等项目，8~10月间，已服务
259人次。

同时，大力推广中医适宜技术，为
基层提供“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服务，
做好人才摇篮。编印出版《实用基层
中医药适宜技术》（天津科学技术出版

社，2017），结合远程教学，为基层医务
人员进行理论培训，提高理论水平，使
之学有所依；通过每年2次的集中分
片培训，进行手把手实操练习，项目达
到45项，使之学有所术，已有包括5
家分院在内的医务人员500余人次接
受培训；发放适宜技术操作箱，为分院
的医务人员开展适宜技术提供器材，
方便使用，使之学有所具；举办理论和
操作竞赛，使学员们学有所成。通过
培训，分院的医务人员中医适宜技术
掌握率、基层开展率明显提高，使老百
姓充分享受到了中医院同质化的医疗
技术。

失能人群闭环管理
提高医共体所辖百姓健康获得感

医共体建设的初衷就是提高老百
姓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在分院辖区内，有一部分失能人群处
于失管状态。这些病人往往长期卧
床、患有多种疾病，缺乏专业照护，家
庭支持系统不足，生活陷入困境。

为提高中医院医共体辖区内这些
失能人群家庭照护能力，减少病患在
医院与家庭间来回奔波，使之得到个
性化的优质居家康复和护理服务，萧
山区中医院医共体推出了“失能人群
家庭照护链缺如—医共体联动护理管
理”服务，通过评估做好摸底调查，对
医共体分院所辖区域内居家失能人群
（发病时间≥1年）的生活自理能力进行
评定（ADL量表），摸底ADL评定为三
级、四级的失能人数。

在失能人群实施整体护理，进行
同质化管理。护理专家对失能家庭进
行上门护理及健康指导，制定个性化
的护理计划和照护记录单。完成护理
评估、制定护理计划、落实护理措施并
进行效果评价，建立照护档案。对病
人实施如生命体征、引流管护理、皮肤
护理、饮食指导、康复运动指导等护理
工作，将医院护理服务向居家护理延
伸，提高该病人的生存质量及舒适度。

根据总院的护理质控要求，中医
院的护理专家在实施照护的同时，也

一对一带教分院的护理人员，对其进
行常用护理技能培训、考核，以提高护
理操作的规范性，实现同质化管理，也
为今后提供持续性社区照护打下基
础。

目前，新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马杭萍医生的签约病人，一名长期
卧床的失能患者顺利办理了“中医院
医共体家庭病床”手续，成为首张家庭
病床的病人。该患者不仅能享受到总
院和分院医生的联合上门服务，还像
住院病人一样在医嘱下能享受专业持
续的医疗服务，并且在计算机系统内
形成完整的电子病历。此举不仅打通
了特殊人群的就医“最后一公里”，而
且将进一步推进萧山区分级诊疗制度
建设，构建有序就医秩序，更好地为居
民提供安全、可及的居家医疗服务。

有氛围 有力度有成效

对口支援一家亲，高质量推进对口帮扶工作

以中医药为引领，切实提升医共体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区中医院：“扶贫”“医共体”工作亮点频频

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中医医院、从江县中医医院和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民族中医院，是萧山区中医院的对口帮扶医院。

今年以来，区中医院高质量推进对口帮扶工作，加大落实帮扶措施，为东西部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了萧山中医院力量，不仅受到各地党委政府的高度肯定，而且

在受援三地的医院和群众中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

因为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区中医院被评为2016~2018年对口帮扶黔东南州医疗卫生工作先进集体，其中3人获评先进个人；前不久，又被评为2019年贵州

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医共体建设是卫生领域改革的重要内容，目的是为了解决基层医疗机构能力不强、机制不活等问题，让老百姓看得起病、看得好病，让老百姓发病率更低，健康水平更高。

在萧山医共体建设紧锣密鼓加快推进的过程中，如何打造特色的品牌，走出一条与别人不一样的路子？萧山中医院在探索中前进，在前进中探索。医院领导班子通

过多次讨论与分析，在借鉴别人发展的经验上，逐步形成共识：发挥特“长”，让医共体“沉”下去，做老百姓身边触手可及的医共体。

突出“中”字号特长，做强基层的中医药服务功能，让老百姓享受到家门口“三甲”中医药服务。“沉”即沉下去，实施失能人群闭环管理，切实提升老百姓健康获得感。

经过5个月的实践，萧山中医院给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以中医药为引领，切实提升医共体基层中医药服务功能。

凯里分院挂牌

从江帮扶

从江义诊

名中医师带徒

拜师

上门护理失能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