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 医院“主题党日”活动，健康义诊咨询进乡镇。
② 深入瑶乡贫困户，送医送药上门服务。

李重臣 王 珊

站在宁远县人民医院新大楼上俯
瞰，沐浴在盛夏阳光里的院区，人流如
织，繁忙有序，似独具匠心的画师，绘
出了一幅生机盎然的现代医院发展图
景。

过去三年来，迎着新医改的大潮，
医院勇立潮头，始终坚持博极医源、精
勤不倦的大医精神， 将厚重历史的传
承与新时代医院发展相融， 用心打造
“永州南部医疗中心”； 始终坚守仁心
仁术、救世济民的从医信仰，把人民健
康事业扛在肩上， 其发展前行的每一
步、每一程，都牢牢踏在了人民需求这
个根本落脚点上。

爱婴医院、 全国
百姓放心示范医
院、 全国综合医
院中医药工作
示范单位 、中
华 医 院 管 理
协 会 理 事 单
位 、全国巾帼
文明岗， 省文
明卫生单位、省
五一先锋集体、省
卫生计生工作先进
单位、省医院感染管理先
进单位……是他们俯身为民
的有力证明；更强大的
综合实力， 更过硬
的医疗技术 ，更
优质的医疗服
务……是他们
为 “ 健 康 中
国”添上的一
份 份 精 准 助
力。

“办人民满
意医院， 护一方
百姓健康！ ”面对新
时代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人
医” 人凝心聚力，奏
响了高质量发展的
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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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精诚为民康
——— 宁远县人民医院推进高质量发展纪实

大医之本 博极医源
“让老百姓看得了病、看得好病”

在全国各地，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大医院
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资源、人才进一步
向大医院集中，医疗机构“两极分化”， 患者就
医成本增加，基层医院发展日渐式微。

如何消解“马太效应”，打破医疗发展的怪
圈？

乘着新医改“分级诊疗”的东风，宁远县人
民医院充分发挥“主动力”，博极医源、精进图强，
打造实力与口碑并举的现代化县级医疗中心。

过去，宁远当地一些特殊病种、重症患者
只能转到上级医院就诊。 特别是恶性肿瘤、脑
梗死、脑出血、冠心病、肺炎、尿毒症、早产儿外
转出率较高。 为突破医技的局限性，真正实现
“大病不出县”， 宁远县人民医院举全院之力，
强基础、聚人才、抓学科、促技术，开展了一场
前所未有的能力提升行动，目标直指外转出率
排名前 7的病种。

三年来，医院投入 4000多万元添置了 64
排 128 层螺旋 CT、 血管减影造影 X 射线机、
超高清腹腔镜等一批先进医疗设施设备。 总投
资 1亿多元新建的综合大楼即将启用，大楼面
积 33000 多平方米，新增床位 600 多个，各种
医疗设施一应俱全，为医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硬件条件。

三年来，医院抓住“人才”这个关键，不拘
一格引进人才， 引进硕士研究生 4 名；2018
年，落实自主招聘人员，共招聘医护等医疗技
术人员 71名。 建立了独具一格的人才培养体
系，对青年人才开展“三基”培训，每年举办院
内学习和讲座 30余次；将院外专家教授“请进
来”会诊、讲课，让骨干医务人员“走出去”进修
学习，仅今年就派出医务人员 60余名。

三年来， 医院切实加大学科建设力度，把
“细、专、精”作为学科建设的目标，每年提取业
务收入的 30%作为科研资金投入， 鼓励开展
新诊疗项目 60余项。 与湘雅医院等大型医院
结成战略型合作伙伴，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理
念，提升医技水平。

2017 年 4 月， 宁远县人民医院正式启动
胸痛中心建设，并于 2018 年通过中国胸痛中
心的评审，成为基层胸痛中心正式成员。

2017 年 12 月，医院神经内科成功首批加
入湖南省卒中联盟。

2018 年 3 月，医院开设“腹膜透析中心”，
实现该类业务的新突破。

2018 年 5 月，医院介入导管室正式运营，
当年即完成 300 多例冠脉造影术、 冠脉支架
置入术、脑血管造影术、术中行颅内动脉瘤介
入栓塞术等介入治疗，填补了宁远县该类微创
技术的空白。

2018 年 8 月，肿瘤内科开科试运行，并于
当年 12月顺利通过省卫计委验收。

2018 年 12 月，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顺
利通过省卫计委验收……

周周有新突破，月月有新项目———三年来，
宁远人医人用“力争人先、不甘人后”的劲头，一
次次刷新了医院学科发展的纪录。 医院新增危
重孕产妇救治中心、重症新生儿救治中心、胸痛
中心、卒中中心、创伤救治中心 5 大中心；打造
心内科、肿瘤、儿科、呼吸内科 4大重点专科；建
设新湘雅远程会诊、病理远程会诊、肿瘤远程会
诊、重症新生儿远程会诊等 4个省级医疗平台；
是中南大学湘雅口腔医院定点指导医院。

“要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大病、看好
病。”宁远县人民医院院长欧阳旭俊深情地说。

为兑现这一承诺，宁远人医人不但勇攀医
技高峰，更不断筑牢质量壁垒。 医院严格落实
医疗质量三级管理体系，强化医疗服务质量管
理。 编制和下发了《宁远县人民医院医疗核心
制度汇编》，严格执行各种法律法规。深入推进
护理质量二级管理体系，加强重点环节、重点
时段、 重点人群、 重点部门的护理质量管理，
2015年 11月该院护理获湖南省重点专科。

一项项技术的突破， 一个个细节的把控，
夯实了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擦亮了宁远县
人民医院这块金字招牌。医院不仅得到本县患
者认可， 还吸引了周边县市患者慕名前来。
2018 年， 医院完成门急诊诊疗 39.6 万人次，
出院病人 4.5 万人次。 完成住院手术 7957 人
次，抢救危重病人 5000 余人次，抢救成功率
99.9%，组织重大抢救会诊 160 余次，为守护
一方百姓健康贡献了重要力量。

大医之道 精勤不倦
“以改革求进，以创新求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 新时代
办人民满意医院，必须适应国家公立医院改
革的新要求，顺应人民群众的新需求。 ”宁远
县人民医院鲁菊英表示。

近年来，宁远县人民医院始终立足便民
惠民， 不断加快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步
伐。

实施药品“零差率”销售和调整医疗服
务价格，积极探索管理、补偿机制、药品供
应、绩效分配、费用控制、服务监管改革；开
设了便民门诊服务， 急诊绿色通道 24 小时
畅通，推行了同级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
互认， 优质护理服务，“志愿者服务在医院”
等活动； 有效控制医用耗材比及药占比，医
院耗材比控制在 20%以下 ， 药占比为
24.2%，避免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医疗费用
增长控制在 10%以下。

积极推动医联体建设，落实分级诊疗制
度。 与湖南省人民医院，湘雅附一、附二、附
三医院，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妇幼保健
院，湖南省中医药大学附一医院，南华大学
附一、附二医院，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永州
市中心医院和柏家坪镇、太平镇、湾井镇、文
庙街道、禾亭镇、五龙山瑶族乡、冷水镇等乡
镇卫生院签订医联体协议。落实对口支援乡
镇卫生院工作， 定期派驻专家通过教学查
房、知识讲座、专家门诊等多种方式对基层
医院进行技术培训，建立并实施了双向转诊
制度与相关服务流程。其全面托管的柏家坪
镇中心卫生院，管理水平和医疗水平显著提
高，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资源和
优质服务。

“宁远县人民医院是真正惠民利民的医
院，是咱们宁远人自己的医院。”当地老百姓
这样评价。

而对宁远县人民医院来说，新医改也让
他们找到了发展的新出路，在不断蜕变中清
晰了自己的使命。

宁远人医人深知，“有老百姓的满意才
有发展的机遇”， 只有从根本上转变陈旧观

念，打破原有的体制机制，才能让医院跟上
时代节拍，激活发展的内生动力。

2016 年、2017 年， 宁远县人民医院启
动了人事、绩效两项触及根本的改革，将新
医改推向纵深。

人事制度改革，关系“饭碗”和“帽子”，
是整个医护队伍建设的“关键”。 过去，医院
各个岗位间交流不多，职位晋升基本是论资
排辈，队伍稳定有余，活力不足。 2016 年开
始，医院改革人事机制，按照精简高效、双向
选择、合理竞争、多元用工原则，科学合理地
设置岗位，因事设岗，按岗择人，双向选择，
竞争上岗。 打破“论资排辈”的格局，有意识
地提拔年轻医疗骨干担任医院领导、科室主
任，为医院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绩效分配”关系“钱袋子”，对大家“劲
往哪儿使”起着主导作用。过去，医护人员绩
效工资主要与各科室效益挂钩，体现“收入
本位”而非“发展本位”。 2017 年起，医院专
门请来第三方咨询公司， 以医院的社会责
任、公益性和运行效率为核心，健全完善符
合医疗行业特点的绩效分配方案。 工作数
量、工作质量、群众满意度、工作岗位性质、
工作技术难度、风险程度、工作业绩等均纳
入主要考核依据。 工作做得好不好，该发多
少薪酬，能不能晋级晋升，口说无凭，就看绩
效考核数据。

在新的机制下，人医人的工作状态、精神
面貌焕然一新。 各学科带头人踊跃外派业务
骨干进修学习、培训，积极开展新技术、新项
目。外科过去多开展简单的一二级手术，现在
三四级手术量明显增加， 做腹腔镜的设备过
去只有一台还经常闲置， 现在三台设备都供
不应求。医护人员主动服务的意识显著提高，
门诊窗口过去“各人自扫门前雪”，如今都主
动协调病患排队，分摊窗口压力……

难怪都说“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
一场从内至外的改革，让宁远人医人的向心
力、开拓力、创造力进一步被激活，医院发展
如百川归流，势不可挡、奔涌向前。

大医之魂 济世济民
“牢记健康使命，不忘医者初心”

走在宁远县人民医院， 处处充满着向上的
活力：窗口工作人员业务办理快、精、准；导诊护
士“微笑服务”让人舒心；门诊医生不厌其烦为
病人答疑解惑；各科室，住院医师们不在查房问
诊，就在探讨学习……这是医院“三比三创”主
题活动“比”出来的激情，“创”出来的风貌。

自今年医院按照县里统一部署开展“三比
三创”主题活动以来，全院形成了一股“比忠诚，
创一流形象；比实干，创一流作风；比贡献，创一
流业绩” 的“风潮”。 业务技术大比武、 庆祝
“5.12”国际护士节表彰活动、党课大比武、庆祝
建党 98 周年表彰暨“三比三创”比奉献演讲比
赛等系列活动接连开展， 医院在全县支部书记
大比武中荣获二等奖、党课大比武优胜奖，调动
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凝聚起“万众一心谋
发展”的强大合力。

“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要从思想抓起，从人
心抓起。 只有每个人医人真正把人民群众放在
心上，才能办人民满意医院。 ”宁远县人民医院
领导班子深谙其道。 他们以党建为引领，以医风
医德建设为载体， 带领广大人医人践行健康使
命，勇担社会责任。

医院把党建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引领。深入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实
开展理想信念、宗旨观念和廉政法规教育，大力
推进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创建了四星级以上党支
部 2个，三星级党支部 3个。 仅 2018年，人民医
院获省市表彰的人员 10名， 县卫计委表彰人员
15名。 各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
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广大医护人员投入到
医院发展建设中去、 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在
宁远县人民医院这方热土上挥洒汗水与青春。

他们把医风医德作为医院的“生命线”。 因
地制宜制定各项便民利民措施， 想方设法优化
服务流程，将人文关怀、个性化服务真正落实到
病员服务的每个环节； 不断完善医德医风考评
制度，院、科、职工层层签订责任书，开展病人满
意度问卷调查，公布监督电话，设立举报箱，实
行行业作风一票否决制，用心打造“廉洁医院”。
宁远县人民医院病人满意度调查连续三年保持
98%左右。 在 2018 年度全国满意度调查中，该
院门诊患者满意度在全省二级医院中排名第
11位，住院患者满意度排名第 10位。

74 岁的病友李大爷记得，去年在县人民医
院普外科手术住院期间， 照顾他的老伴外出迟
迟未归。 老太太身体不好又是聋哑人， 恐她出
事，科主任、护士长召集工作人员 20 余人分头
寻找， 出动救护车和私车 5 趟， 跑了 300 余公
里，终于在 48 小时候后找到了老太太，把她安
全送回了家中。

病人李某记得，去年 9 月 25 日，他突然意
识丧失、心跳骤停，是人民医院 ICU、神经内科、
消化内科、肿瘤科、呼吸内科、急诊科等科室 20
多名医护人员坚持不放弃， 轮流进行不间断胸
外心脏按压，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最后心肺
复苏成功，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像这样的故事， 在宁远县人民医院还有很
多很多。 对宁远人医人来说，“仁心仁术，济世济
民”是他们永远不变的初心与使命。

在伤痛病魔来袭之际，他们用心守护，给予
患者康复希望；在人民群众需要之时，他们挺身
而出，筑起一道道坚实的防线！

三年来， 医院积极响应国家健康扶贫的号
召。仅 2018年就为贫困患者实行“先诊疗、后付
费”13310 人次，为 588 名四类 9 种大病、肺结
核患者减免个人自付费用 50%， 减免医疗费用
25 万元，垫付特殊病种医疗费数百万元。 组织
医务人员深入贫困乡村开展义诊活动 38 次，共
派出医务人员 392 人次， 为贫困村民提供免费
检查治疗 6710人次。

三年来，他们积极投入精准扶贫战场。 先后
在五龙山瑶族乡上庄源村、 象村洞村及柏家坪
镇刘均申村、保安镇保安村、光明村、中心铺村
开展驻村帮扶工作。 为村里引进项目 30 余个，
引进资金 800 余万元， 投入帮扶资金 70 余万
元。 在 5 个村开展 10 次免费义诊，免费送医送
药活动健康教育讲座 10次。

数据是枯燥的，却是宁远人医人不负使命、
勇于担当的最有力证明。

如今， 这一数据还在随着宁远县人民医院
的高质量发展不断跳跃、增长。

宁远县人民医院院长欧阳旭俊告诉我们，
到 2020年，宁远县人民医院要建设成三级综合
性医院，打造永州南部区域医疗中心，为更多老
百姓撑起一方健康天地。

行“大医之道”，必大步向前。 宁远人医人将
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行稳致远……

医院新的综合住院大楼。

（本版图片均由宁远县人民医院办公室提供）

开展业务技术大比武活动。急诊科医护人员抢救呼吸心跳骤停病人。

加 入 湖 南 省
介入联盟 ，强化医
院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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