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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因为医疗条件特别差，电压
也不稳，遇到手术中途停电，就只能打着手
电筒继续手术。有一次，因为延川特殊的陡
坡路段，一辆行驶的车辆刹车失灵，造成车
顺坡急速下滑，致使一名小学生受伤严重持
续昏迷，当时的条件不允许将伤者转送大医
院，援医医生连续七天轮班替换，24小时不
间断的用物理办法降温、用药、观察，直到患
者苏醒，现如今，当年的小患者已经生儿育
女当上了爸爸……”

这是退休在家的延川县中医院老院长
冯向前和1994年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派驻延川医生昝强、阴智敏、张翠英、宋宗良
等追忆当年抢救小学生的情景。

24 年后，当年的派驻医生再次踏上延
川土地，和当年延川县中医院医护人员一起
回忆过去延川的工作生活情景，回忆在交通
不便、信息不灵、医疗用品极为困乏的艰苦
条件下，各位派驻医生克服困难，坚强守护
患者，创造一个个生命奇迹的感人历程。

延川县中医院是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医疗帮扶建设单位，从上世纪 90年代
开始，该医院就持续派驻医生对延川县中医
院进行医疗技术帮扶，用实际行动服务老区
百姓，并和老区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医患情，
和医疗同仁建立起了纯洁的战友情。

据统计，有 30 余位专家作为定点派驻
医生在上世纪医疗条件、生活条件极为困乏
的情况下坚守延川，在为百姓解除病痛的同
时，更为延川县医院、延川县中医院培养了
大批医疗骨干，那些医疗骨干目前已成了当
地医院的技术精英。

2015年，延川县中医院乔迁新址，医院
与延川县中医院结成为医疗技术帮扶双向
转诊单位，常年免费接受延川县中医院医护
人员专科进修，持续开展基层义诊、医疗技
术讲课和中医适宜技术推广，援助建设医疗
专科，参与指导病区查房，进行技术传帮带。

“作为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开展医疗
健康扶贫、履行公立医院社会职责是我们的
责任与担当。”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
长赵晓平说。2017年榆林“7·26”特大洪灾
发生之时，医院作为全省中医院的代表，按
照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向子洲县中医院捐
助救灾物资的要求，积极为子洲县中医院组
织采购医用设备、器械及常用药品和医用耗
材等物资，并及时运送，为缓解子洲县中医
医院面临缺医少药少设备的困境，确保受灾
地区群众的医疗服务需求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

2018 年 8 月 23 日，赵晓平参加了由国
家卫健委扶贫办在榆林市子洲县中医院召
开的帮扶签约仪式，医院与子洲县中医院正
式结成对口“组团式”长期帮扶关系。

9月 28日，党委书记王亚丽、副院长雷
根平带领专家义诊团一行 11人，带着医院
教职员工对老区百姓的深切关爱和经过长
期的临床检验，自行研制出的、深受百姓欢
迎的院内特色制剂到子洲县中医院举行大
型义诊赠药活动。此次活动结合子洲县中
医院的实际需求，认真论证考量派出了脑病
科、消化科、中医妇科专家前往子洲县中医
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帮扶。派驻医生刘霞
说：“一来到子洲，我们就受到医院上下的热
烈欢迎，内心感觉非常温暖，更加坚定了我
们服务基层的决心。我们进入相关科室，进
行门诊、查房、带教、指导诊疗等工作，在短
短几日内就切身感受到老区百姓对中医药
治疗的渴望。目前，子洲县中医院正积极准
备二甲医院评审，我们力所能及的辅助医院
在病历、处方、诊疗方案等方面进行了中医
内容的指导，还就该院中医馆标准化建设提
出了中肯的建议。最终延川县中医院顺利

通过二甲医院评审，并赢得省、市评审专家
的高度评价。作为援驻医生，我们为自己能
代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参与基层中
医院等级评审工作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倍
感荣幸。”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拥有“国医大
师”张学文、郭诚杰、雷忠义等人，省级名老
中医 50位，陕西省名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
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43人，高级专业技术职
称专家300余位。

医院形成“院有特色、科有特术、人有特
长，名医辈出、人才济济、名科林立”的良好
局面，拥有脑病科、肿瘤科、骨伤科为代表的
国家级、省级重点学、专科37个，是“国家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基地”建设单
位。多年来，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坚持
与基层医院常联系，总是第一时间对基层医
院的需求设法施助，帮扶基层医院的建设专
科，并免费为基层医院培养医疗人才。

党的十九大明确把精准脱贫作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健康
扶贫又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保障。陕
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深耕细作，走出了下
沉优质医疗资源、提升基层服务水平的医疗
扶贫新路，更用大医精诚，惠及民生的好口
碑赢得了群众的赞誉。

助力基层人才培养，提升受

援医院临床能力

为全面贯彻落实协作医疗卫生对口帮
扶工作，进一步打造互利互惠的医疗服务平
台，医院积极落实《深化城乡医院对口支援
工作方案（2013-2015）》要求，制定了对口
支援工作方案并积极实施，力争每年为受援
医院“解决一项医疗急需，突破一个薄弱环
节，带出一支技术团队，新增一个服务项
目”。以重点专科为龙头，着重加强受援医
院的临床专科服务能力，向受援单位推广
中医适宜技术培训，提高了受援单位服务
区域内常见病、多发病、部分危急重症和疑
难复杂疾病的诊疗能力。为了形成扶贫帮
困的合力，加大卫生扶贫力度，引导本院广
大医护人员都来关心、支持和参与扶贫工
作，医院专门成立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由
院长、书记担任组长，各分管院长、各科主
任为小组成员。为摸清情况，把握重点，提
高扶贫工作实效，医院派出专人定点驻守
帮扶村，实地了解当地贫困情况，掌握第一
手资料，为制订扶贫计划提供了决策依

据。医院根据省、市文件要求，制定了相关
制度及实施方案，将对口支援工作纳入院
长目标责任制和医院年度工作计划，明确
目标，细化措施，落实责任。结合国家医改
政策关于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和关于三级
医院下基层服务的要求，不断充实医联体
工作的内涵，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医联体
模式，逐步实现“保基本”和“强基层”的目
标。基础型医联体通过与基层医疗机构签
订医联体协议，定期或不定期派遣专家开
展查房、义诊、科普讲座等活动，免费接收
医联体单位内医护人员培训、进修、学习。
实质型医联体是在此前已建立医联体合作
关系的基础上，根据各医院专科优势，以医
院为依托，科室与科室结对子，医院派驻科
室专家担任科室主任，负责临床业务及医
疗质量的控制、管理和运营。双方对经营
收入进行合理分配，逐步实现资源共享、技
术互助、长短互补、共同发展、突出特色的
目标。医院优势科室入驻基层医院，有效
利用双向转诊系统，逐步实现医疗资源的
统筹利用，让百姓在身边的医疗“网格”得
到更加便捷、优质、规范的诊疗。同时，逐
步搭建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远程诊疗系
统，实现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就诊患者电
子信息病历信息共享，借助统一的预约诊
疗服务平台，达到医联体内就诊患者门诊
及住院电子病历、慢性病管理、康复指导及
随访等工作无缝衔接、信息共享，使患者在
基层医疗机构即可接受医院专家的会诊并
在其指导下进行治疗和护理。

针对各大医院普遍存在的双向转诊双
向难的问题，医院创新性提出了“师带徒”医
联体模式，在咸阳周边县区中医院，二级医
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立了“师带徒”医
联体，这种发展模式也为医院的技术传播和
病人的转诊奠定了良好的机制基础。2016
至 2018年，医院共帮扶国家、省、市级对口
支援单位 9 家，派驻专家 198 人，受益患者
37000余人次。2015年至今，共与 106家单
位建立医联体合作关系，通过义诊、业务指
导等工作下派专家 1570 人次，受益群众约
35800人。

2018年 7月 4日，医院与医联体成员单
位乾县中医医院，共同建立陕西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省级名中医乾县工作室，并以此为
示范和抓手，继续发挥医院中医药特色优
势，让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服务，广受群众
欢迎的中医馆项目，覆盖咸阳市周边的基层
医疗机构，实现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和
临床经验的传承创新与发展，让中医药优质
资源在医疗惠民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提供便利医疗服务，强化群

众健康意识

医院大力发挥三级甲等医院的作用，多
项举措助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通过
开展卫生科普知识宣传和多种形式的下基
层义诊、技术培训指导和医疗服务下乡等活
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权
威医生、名老中医药专家的优质服务。

在庆祝“8·19”中国首届医师节之际，“国
医大师”张学文前往延川县中医院进行义诊、
指导，并为当地群众提供健康服务。在延川
县中医院，张学文表示，从延川县中医院旧貌
换新颜中，感受到了中医药事业的快速发展，
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独特优势已经被越来
越多百姓喜爱并接受，作为一名见证中国中
医药事业发展的医者，深感自豪。

9月 28日，由陕西中医药大学组织，陕
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联合协办，旬邑县名
老中医健康扶贫大型义诊活动拉开了帷
幕。老专家们不辞辛苦，走进马栏镇长舌头
村、太村，职田镇，土桥镇，为辖区的群众问
诊、把脉、送药，耐心解答前来就诊群众的各
种问题，对其症状进行个体化的宣教讲解，
让群众及时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常见
疾病的预防措施。陕西省名中医脑病专家
杨秀清、儿科专家刘晓萍、肿瘤专家王希胜、
肝病专家常占杰、陕西中医药大学名医朱长
庚等人通过耐心细致询问每位患者的身体
状况、饮食卫生等情况，针对不同病情提出
具体治疗方案。医护人员在为村民开展免
费健康咨询、发放药品、血糖血压监测、B
超、心电图免费查体等体检的同时，还进行
了健康知识普及，让村民百姓充分认识了自
身健康状况，做到健康早知道、早治疗、早预
防，降低疾病发生率，树立健康生活的理念。

在陕西省深度贫困地区汉中市镇巴县，
三位省名中医杜晓泉、仝警安、杨志宏在内
的十余名专家教授为了能让所有前来就诊
的患者看上病，专家们顾不得喝水、休息，从
早上八点开始问病史、做查体，明确诊断、开
具方药，连续工作直到下午才看完所有的患
者。专家们认真倾听患者病情、病史，详细询
问临床症状，给出患者最佳的诊疗方案。针
对每个问诊群众的不同情况，耐心地为他们
解说各种日常注意事项，给出相关意见和建
议，还根据现场群众的病情需要，把从医院带
来的院内特色制剂如蒲地蓝冲剂、清腹通肠
冲剂、养心颗粒、健脑益智胶囊、芪地固肾片、
散偏痛胶囊等免费赠送给患者，仔细叮嘱他
们服药方法和注意事项。此外，专家们还对
就诊的老年人讲解了定期体检身体的重要
性，鼓励老人要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改
变日常不良生活习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专家们的爱心义举，认真专注的态度，耐
心答疑释惑和蔼可亲的话语，关爱体贴的叮
嘱让现场的患者和家属们真切地体验到了医
院医者的仁心仁术，群众发自内心的信任专
家，为义诊专家们点赞。自2016年开始，截至
2018年6月，医院共组织义诊230余次，针对
基层群众开展中医科普宣传讲座210余场，
上述活动服务基层群众约33000人次。

多举措医疗惠民，让群众看

病少烦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健康扶贫作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项重要超常规举措，

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九大
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升到国家整体战
略层面统筹谋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医院认真贯彻落实精准
扶贫医疗帮扶基本方略，坚持把健康扶贫作
为脱贫攻坚的主攻方向，医院党委书记王亚
丽表示，医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结合帮扶对象
实际情况和医院的优势资源，以医疗扶贫为
载体，创新方法、拓宽渠道，通过健康义诊、
精准医疗等多种举措，倾情倾力为贫困家庭
撑起健康保护伞，帮助其早日实现脱贫致
富。

医院制订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开通接诊
绿色通道，方便群众，对贫困患者住院实行

“先诊疗、后付费”。贫困患者出院时，通过
农合一站式结算信息系统，及时结算大病保
险、大额补充医疗保险、民政救助以及医院
减免费用等。医院派出高年资医生驻守基
层医院，深入贫困户家中，为其开展个体化
诊疗服务，最大限度减轻因疾病带来的经济
和精神压力。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人以高度的
责任心，始终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规范的
管理、精湛的医术不仅赢得患者好评，而且
得到同行高度认可。

优化就医流程，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健康
扶贫是一项循序渐进的工作。随着群众生
活水平的提高，对健康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医院着力改善就医环境，让群众看病更舒
适。

优化服务流程，让群众看病

更方便

为了给患者提供一个清洁、舒适、安全
的就医环境，医院对诊疗区设施布局进行改
造，设置醒目标识，并提供各项便民服务及
保护患者隐私的管理措施。

医院将中医药文化元素充分渗透到以
秦汉文化为背景的建筑和装修设计之中。
传统文化气息浓厚的名医馆、气势恢宏的中
医药文化长廊、古朴与现代融合的中医药科
普长廊、精致灵秀的中医药文化景观、典雅
别致的竹林景观、独具特点的医院综合实力
墙、五行养生音乐的意境，这些都增加了医
患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突出了大健康的理
念，营造出了良好的医院视觉听觉效果。群
众在就医治病的同时，徜徉在中医药文化气
息浓厚的医院环境中，认知中医，享受中医，
会自觉加入体验和传播中医的行列中，让中
医之火形成燎原之势。

医院不断优化服务流程，规范服务行
为，严抓环节的质量控管，改良便民服务措
施，采购便民服务电瓶车，免费接送行动不
便患者；开展爱心轮椅推送，全程陪护患者，
注重创造患者就医时的完美体验，始终将为
患者提供高质量的中医药服务当作医疗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贯彻落实。

2018 年，医院获批国家第一批中医药
传承创新重点工程重点中医院建设项目，入
选国家优秀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国家
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单位，并以优异的成
绩通过了三甲医院等级复评。

健康扶贫，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曾
说：“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以行
动助推健康扶贫，因地制宜，创新思路，结合
需求，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医疗帮扶，一
直是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努力的方
向。医院院长赵晓平表示，让人民群众共享
医疗卫生发展的红利，我们责无旁贷。健康
扶贫，我们一路前行，一直在路上。

发挥医院公益性，精准医疗助脱贫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医疗扶贫纪实

王建丽 赵伟利 周振国 刘 航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省级名中医乾县工作室在乾县中医院揭牌。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在子洲县中医院举行大型义诊赠药活动。 赵晓平院长一行看望慰问贫困户。

在铜川印台区中医医院开展送医赠药帮扶义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