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导开展新业务新技术10余项、召开学

术讲座30余次、召开“省级继续教育项目”

大型学术会议3次、扶持科研项目1项

先后派驻赴宣恩县人民医院

专家61人次

累计诊治当地患者人数

4200余人次

开展临床教学查房

380余人次

手术示教70余人次

培训当地医务人员

3600余人次

接受当地医务人员到荆州

进修59人次

荆州市中心医院援建大数据
（2012-2016）

宣恩县人民医院五年来的住院人数对比

20684

13455
17363

19856 19949

宣恩县人民医院五年来的手术台次对比
6184

2688

3817

5478 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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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恩县人民医院五年来的新业务、新技术开展
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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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恩县人民医院五年来的门诊人数对比

117066

219169

154576

214531 215040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宣恩县人民医院学科配置、各级重点专科数据统计
省级临床重点专科1个

州级临床重点专科15个

新建重症医学科及血透中心2个专科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扶创一批学科 支援从“需”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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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支援既要用智，更要用心，既要成
为责任共同体，更要打造命运共同体，这是做
好援建工作的关键。”荆州市中心医院党委书
记黄双龙表示，派遣管理人才和专家团队支
援宣恩县人民医院，不仅要当好“专家”，还要
做好“管家”，对援建医院科室的医疗业务规
范化建设、医务人员培养都要有责任担当。
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鄂中南区域医疗中心优质
资源的不断输入、先进技术的无缝对接。

“我们都习惯称彼此为兄弟医院，但如果
兄弟间没有形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往往会
事倍功半，最终分道扬镳。”乾维德生动地形
容道。

在他眼里，荆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值得尊
敬和信赖的大哥。从院领导到科室主任和专
家教授，荆州市中心医院都把宣恩县人民医
院当作自家兄弟，手把手带教，心连心帮扶。

县级医院既是县、乡、村三级医疗网络的
龙头，又是城市医疗服务体系的基础。在国
家推行分级诊疗的大背景下，县级医院服务
能力的提升，可以改变患者的整体流向，把常
见病、多发病引导在基层解决，预留更多医疗
资源给复杂手术、抢救、疑难杂症等患者。

“作为鄂中南区域医疗中心，我们在医改
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帮助政府强基层。”
正如毛精华所言，“荆医援建模式”最大的亮

点之一，就是让医生动起来，技术动起来，管
理动起来，真正实现市、县、乡三级联动，资源
下沉，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分享医改的成果。

毛精华不无感触地表示，对口支援宣恩，
不仅是一项政治任务，也是实现“民族一家
亲”的重要载体。“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
生事业，提高群众健康水平，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是医者必备的仁心，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
责任。”

正是这医者的仁心与担当，唤来了赶赴
大山深处的一批批专家，他们用仁心仁术打
破地域的障碍和民族的差异，传递着荆州人
民的深情。

党的十九大已将发展蓝图绘就，“健康中
国”上升为国家战略——“使人民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
续。”十九大报告中，这铿锵有力的论述，为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指明了方向。始终把握“为
人民群众健康服务”宗旨，将“是否给人民群
众带来获得感”作为衡量援建成绩的重要标
准，荆州市中心医院与宣恩县人民医院之间，
以政治任务为起点，以情感驱动为纽带，以责
任担当为使命，真正实现了“命运同体，休戚
与共”。他们从未忘记走过的路，更没有忘记
为什么出发。唯有不忘初心，方可不断汲取奋
进力量，谱写新征程上的新篇章。

深化医疗援建 探索“荆医模式”
——荆州市中心医院对口支援宣恩县人民医院工作纪实

□ 记者 匡奕君 宗璇 特约记者 朱飞 通讯员 王文清 高忠 杨扬

恩施宣恩，这个地处湖北省西南边
陲的少数民族地区，“青山为屏，绿水为
魂，天蓝得过分，花开得肆意”。山美水
美人更美，但落后的医疗条件和水平，却
不能与之匹配。

2012年，湖北省“武陵山试验区对口
支援”工程启动。根据统一部署安排，荆
州市中心医院发挥鄂中南区域医疗中心
龙头示范作用，与宣恩县人民医院结成
帮扶对子，60余位专家型人才前赴后继，
开启了一段德技双馨、情深意长的医疗
对口帮扶之路。

5年过去了，宣恩县人民医院实现了
业务开展由少到多、技术水平由弱到强、
学科建设从无到有的翻天覆地变化，在
很大程度上破解了当地群众一有疑难重
症就要奔波到州立医院求医的困境。

随着两家医院第二轮对口支援协议
即将签订，如何将“荆医援建模式”不断
优化升级，为全省医疗机构对口支援探
索提供可复制的“荆医援建方案”，为提
高县域医院服务能力，落实分级诊疗贡
献“荆医援建智慧”，或许，我们可以从亲
历者的感触中一探究竟。

虽然躺在病床上做透析，但患者田文（化
名）眼里闪现着生机和喜悦：“能在家门口做
血透，很不容易呀。”

大约 5 年前，田文被诊断为肾功能不
全。受当地医疗条件限制，他不得不离开妻
子和孩子，独自到州立医院做血透。“血透一
周要做2到3次，两头跑，很不方便，花费也
大。”痛苦的经历让田文不堪回首。

2015年9月，在荆州市中心医院的倾力
帮扶下，宣恩县人民医院的血液透析中心正
式建立。

走进宣恩县人民医院血液透析中心，病
房整洁明亮、分区清晰，12台透析单元可以
充分满足患者所需。血透中心负责人吴媛媛
医师说，血液透析中心的建立，填补了宣恩血
透治疗的空白，吸引了40余名患者“回流”到
本地，极大地便利了宣恩及周边需要长期血
透治疗的患者。

采访中，吴媛媛来到病人床前，熟练地进
行着操作。“我和科室的4名护士都曾在荆州
市中心医院进修3个月，系统学习血透方面
的知识与应用。”吴媛媛明亮的眼睛里笑意盈
盈，“荆州市中心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张克
凯和副主任护师黄郢荷，被选派在我们医院
长期坐诊，有疑难问题可以随时指导，我们和
患者都很放心。”

时间回溯到2013年。由于宣恩县人民
医院急诊科基本上有名无实，仅能勉强应对
全县院前急救工作、院前分诊工作。碰到真
正的危急重症，要么赶紧往州立医院转诊，要
么只能束手无策地遗憾放弃。

下药还得对症！在荆州市中心医院重症
医学专家黄陵生教授的指导下，先是接收了
宣恩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前来该院接受短期
培训，同时，荆州市中心医院的专家、护士提
前进驻，从基础建设、业务流程、工作内容等

方面进行全方位指导，确保科室建设一开始
就处于较高的起点。宣恩县人民医院急诊科
主任明官印说：“从业务能力到科室管理，他
们手把手地教，标准化、规范化的急诊科从无
到有，没走一点弯路。”

“荆州市中心医院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实
在是太大了。”宣恩县人大副主任、县人民医
院院长乾维德说，他们带来的是根据当地卫
生需求，实实在在的帮扶。

“当地老百姓最容易得什么疾病、最需要
什么治疗，我们就集中优势力量把这个学科
尽快建立起来，把技术及早开展起来。”荆州
市中心医院副院长饶定虎说。对口支援期
间，他多次带队组织院内知名医学专家赴宣
恩访视、巡诊。

5年来，荆州市中心医院先后派驻中级职
称以上医护人员60余名在宣恩县人民医院
进行帮扶，组织和参与科室疑难病例讨论、教

学查房、急危重症救治、手术示范等多种形式
的传帮带工作，加强医疗技术帮扶，全面提升
了基层医院首诊能力，尤其是部分重点学科
建设，已初显成效。

通过帮扶，宣恩县人民医院开展了纤维
支气管镜检查治疗技术、白内障超声乳化吸
出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等新业务新技术10
余项；创建湖北省县级医院临床重点专科1
个，州级临床重点专科15个；医院重症监护
病房及血液透析中心实现了从无到有，从
不规范到规范，从遇到病情复杂的患者几
乎束手无策到能拿下部分急危重症的巨大
进步……

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疑难杂症的诊疗
在当地就可以解决，造福了一方百姓。“患者
们知道，我们背后有来自支援专家的强大技
术支撑，他们不用再舍近求远寻求治疗了。”
乾维德语带欣慰。

“受援医院需要什么？”“我们能帮扶他们
什么？”“我们能为他们留下什么？”这是荆州
市中心医院院方在和下派医务人员座谈时，
常会提到的三句话。要想使当地群众长期受
益，仅靠几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因此，必须
树立“大人才观”，开展技术上的“传、帮、带”，
培养一支扎根基层的医疗队伍。

早上8点，荆州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三
级医师查房开始。患者病床前，宣恩县人民
医院青年医生杨远超口述着患者的病情、诊
断和治疗情况。荆州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副
主任姚永刚博士一边听，一边不时向他提问
并讲解相关知识。

手术台上，姚永刚主导的一例复杂的消
化道镜下止血手术正在进行，杨远超站在他
身边仔细观摩学习。一场手术下来，有哪些
收获，哪些疑问，杨远超都要一一汇报。

这是杨远超在荆州市中心医院接受培训

时的日常工作。“刚到医院时，每次查房下来，
都汗流浃背，因为不知道老师会有什么问题
等着我；每次遇到复杂手术，老师也一定会要
求我在场学习。”这样的“特别关注”，让他既
如履薄冰，又心怀感激，“专家们施加的每一
份压力，都是期待我们进步的动力。”

2015年初，宣恩县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人
才流失严重，遇到了技术和人才双重瓶颈。
荆州市中心医院得知这一情况，迅速选派5
位具有高级职称、技术精良的专家前来支
援。除了“走下去”，还要“送上来”，他们在宣
恩县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挑选优秀“苗子”，到
荆州学习培训，双管齐下，补齐人才短板。

经过精准帮扶，宣恩县人民医院消化
内科已经能顺利开展无痛胃镜和肠镜检查
及治疗，填补了当地无痛内镜下治疗的技
术空白。

宣恩县人民医院放射科的年轻医师陈伟

不久前从荆州进修磁共振成像技术（MRI）回
来。“喻松教授总是耐心地从基础原理、基本
诊断入手，指导我们阅片、诊断。”他说，自己
在临床实践中一直有个疑惑，书上说前列腺
外周袋是半弧形，但实际阅片看到的都是线
状或带状。当他向喻教授请教时，喻教授耐
心地指导他：中老年人易发中央腺体增生，压
迫改变了正常形态。“有专家帮助我们厘清思
路，比以前自己看书、上网消化知识直接有效
多了。”

翻开宣恩县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荀芳在
荆州跟班培训时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
满了每天的见闻和所学。“每周都有集中讲
课，每去一个科室都有带教计划，还有考核。”
与走马观花式参观不同，在荆州市中心医院
接受的规范跟班轮训，就是一次“旧”思想的
全面清零和“新”思想的头脑风暴。

如果说，对宣恩县人民医院的专科建

设是“因地制宜”，那么对其人才培养则是
全方位的“因材施教”。纵向到底、横向到
边，“纵”是从上至下层层推进，从医院管理
到临床、医技、护理等人员全部接受培训；

“横”则是配合学科建设计划，全面覆盖医
院所有重点科室。帮助受训人员熟练掌握
临床常见病、多发病，了解部分疑难重症疾
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及治疗知识，了解县
级医院专科建设和管理基本知识，提高县
级医院服务能力。

据统计，宣恩县人民医院已有59名学员
在荆州市中心医院接受了免费培训。

“以对口支援工作为契机，培养本地医疗
人才骨干，通过‘沉下来’‘送上去’的方式，逐
步实现‘输血+造血’相结合，将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更好地服务人民健康，才是我们的终极
目标。”荆州市政协副主席、荆州市中心医院
院长毛精华道出该院对口支援的深意。

2015年，通过荆州市中心医院管理、技
术、学科建设、人才梯队培养等全方位帮扶援
建，宣恩县人民医院护理专业荣获湖北省县
级医院临床重点专科，实现该院省级重点专
科零的突破。

2016年，荆州市中心医院护理部与宣恩
县人民医院合作开展的科研项目获批，再次
实现其科研领域零突破。

同年，在荆州市中心医院护理专家的全
力协助下，省级护理学术会议在宣恩召开。
一批省内著名护理专家讲授了行业内最新进
展和管理方法。此次会议，对巩固宣恩县人
民医院护理专业学科建设意义重大。

宣恩县人民医院是该县卫生事业发展的
龙头，是宣恩人民的健康寄托。引导提升该

院护理团队学术科研能力，是荆州市中心医
院助推该院长远发展的一个缩影。

目前，县级医院最缺的是管理能力，技术
上来了，管理更要跟上。荆州市中心医院非
常重视管理能力的帮扶，力求实现管理、技术
同步提升。

2017年，宣恩县人民医院迎来“二甲”等
级医院复审，该院期待懂管理、业务精的干部
前来支援、指导他们开展二甲复审工作。

参与过荆州市中心医院“三甲复审综合
管理组”策划工作的医务科副科长余礼峰成
了不二人选。2017年4月，他走马上任，挂职
任宣恩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针对该院二甲复
审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指导。

在宣恩的3个月，余礼峰大胆开展工作，

将荆州市中心医院相关工作制度、工作流程、
工作方法与宣恩县人民医院的实际相结合，
有针对性地引入，帮助其建立了三级质量管
理体系。“这些先进的管理理念、医院文化，都
是在荆州市中心医院顺利通过‘三甲复审’的
实践中反复锤炼过的，对加强和规范宣恩县
人民医院内部运行管理能起到很好的指导借
鉴作用。”

完善的制度建设，帮助宣恩县人民医院
夯实了规范化管理的基础，也带来了可喜变
化：如今，医院各级干部职工每周开展两次夜
晚培训学习，迎接二甲复审的氛围日益浓厚；
环境卫生大为改观，科室内部标识得到统一，
还设立了样板病区（病房）；门急诊进行科学
化改造升级，接诊流程得到优化……宣恩县

人民医院正在举全院之力，向着“二甲复审”
目标不断前行。

而让乾维德更为满意的是，医院积极向
上的文化氛围逐渐显现。凡是近距离接触
过荆州市中心医院专家的人，很难不被他们

“大医精诚、格物致知”的医者情怀所感染。
在病区，他们每天带着医护人员一丝不苟地
查房问诊；在办公室，他们经常组织疑难危
重病例讨论；在手术室，他们手把手地指导
示范手术；在资料室，他们废寝忘食地查阅
文献，收集最新医学动态，指导年轻医生撰
写论文……“他们不仅传授高超的技术，还
彰显出高尚的医德、严谨的学风，以及对患
者的高度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值得我们好好
学习。”

培养一支队伍 帮扶从“实”夯筑

助推一次跨越 援建从“远”谋划

植根一片沃土 帮扶从“心”升华

荆州市中心医院专家指导宣恩县人民医院医生开展新业务荆州市中心医院专家指导宣恩县人民医院医生开展新业务、、新技术新技术。。

AA44
2018.1.8 星期一

责任编辑：王艺霖 美术编辑：刘 颖

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 新气象新气象新气象 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 201820182018荆州两会特别报道荆州两会特别报道荆州两会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