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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挂号等候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交费、取药等候时间均不
超过 10 分钟”———推出便民惠民
举措，提升服务水平，强化“以病人
为中心”的人性化服务。

2010 年底， 怀化市三医院的一次调查显示：
患者对医院的总体满意度又有了提高。

然而，医院却将眼光盯在了不足之上，很快，
对不满意患者的回访结果被归纳出来。

在院行政办公会上，院长俞群军说：“衡量医
院的发展，不能只看到医院的收入增长和医生收
入的增加，还要看医院的医疗质量，要看广大群
众的评价，得到群众的认可。 ”

该院根据上级卫生部门医疗便民惠民服务
精神，提出了在全院开展“三好一满意”活动，全
力打造“患者放心，群众满意”的医院。

9 月 5 日，怀化市三医院当天门诊量达到近
年最高峰。 超负荷的门诊量，并没有影响医院对
患者的承诺：“门诊挂号等候时间不超过 15 分
钟，交费、取药等候时间均不超过 10 分钟。 ”

这种自信，源自于医院今年推出的若干人性
化服务措施。

经过一段试运行，7 月 10 日， 怀化市三医院
在《怀化日报》上公布了便民惠民服务“套餐”，并
向社会公开承诺。

这些便民惠民“套餐”包括：推行“无假日医
院”。双休日、节假日开放专科、专家门诊；所有医
技检查和治疗正常开展,推行便民医疗服务。 开
放全院专家门诊预约、健康咨询、住院接待；公布
专家名单及联系方式，开展电话预约服务；B 超、
CT 等医技检查当天完成，缩短就医时间；推行便
民绿色通道，完善危重症病急救绿色通道；开展
基层医院转诊病人专门通道；建立省级医院双向
转诊服务平台。

走进医院门诊大厅，一块“便民惠民服务十
项承诺”的牌子竖立中央，举目四望，导医台、咨
询台、门诊科室分布图映入眼帘；候诊椅、轮椅、
开水桶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数名导诊员引领着
患者穿梭于各科诊室。看病人数虽多，但挂号、划
价、取药均不见“长龙”。

“为了实现均匀就诊，我们新开了 30 多个诊
室，增加了导诊员人数，减少患者挂号、找科室、
找医生等环节上的时间。 ”院党委书记夏仪莹说，
医院还动态测算就诊流量， 了解患者就诊规律，
根据就诊病人数量的峰谷，开展错峰服务和分时
段诊疗，简化就医手续，缩短就医等候时间。

“您的假日就是我们的便民服务日！ ”为了方
便就医，今年 6 月，怀化市三医院实行“无假日医
院”，把医生的休息时间留给病人。

进入 8 月以来，患者们惊奇地发现，该院在
节假日有半数以上副高或正高职称专家坐诊。通
过专家对患者的服务，实现了由过去的“有医生
看病”到现在的“有好医生看病”。

“请问是毛医生吗？ 我想明天上午 9 点来找
你看病。 ”8 月 15 日，住在怀化迎丰路的一位市
民，发现小便尿血，于是，他翻开留存的《怀化日
报》，找到了泌尿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毛登久的手
机号码，进行预约诊疗。

第二天， 毛登久医生按约为这位患者看了
病，包括检查、取药在内仅花了半个小时。这位患
者感慨地说：“过去，没有半天时间出不了医院的
门，还不一定能找到专家。 ”

如今，在怀化市三医院，患者只要一个电话，
就能直接预约专家为其服务，有效地提高了患者
的就诊率。 目前， 该院专家门诊预约率达到了
50%以上。

7 月 29 日， 怀化市三医院与湘雅医院签约，
成为其双向转诊、合作指导医院。

谈起双向转诊，俞群军喜形于色地说，“这种
形式可以为病友提供和安排省级大医院的门诊
预约、转院安排、专家咨询等，让病友不出怀化就

能享受到最优质的医疗服务。 我院作为怀化
的三级医院与多家县、乡医院也建立了双向

转诊、合作指导关系。 如果到我们医院就诊的病
友需要转诊到湘雅，可直接通过绿色通道到湘雅
住院，省去了挂号、导诊、找医生等一系列程序，
患者病情好转后，又可转回本院治疗。同时，我院
开通绿色服务通道，设立专门机构为各县乡医院
的病人安排和提供门诊预约、专家咨询、住院安
排等服务。 ”

“大手”牵“小手”，真情洒山乡。 怀化市三医
院先后与新晃、会同县人民医院，中方新建、新晃
林冲等乡镇卫生院结成对口支援单位，组织医疗
技术骨干对这些乡镇医院进行技术帮扶、双向转
诊服务。同时，该院还经常组织专家下乡义诊，崎
岖的乡间小道，边远的农舍村寨，洒下了该院医
护人员串串辛勤的汗水。

“我在这里看到了天使般的笑
容， 感受到了什么是阳光般的温
暖”———人性化的服务融入到各项
护理程序中，感动的是患者，成就
的是口碑。

“在这里，我看到了天使般的微笑，感受到了
什么是阳光般的温暖。我想对这里的医生和护士
真心地说一声———谢谢！ ”

呼吸内科病人老徐的一封表扬信情真意切。
因为患有严重的肺气肿，老徐在住院期间，每天
早上起床都要护士帮忙穿衣服，吃早餐时，护士
喂一口就要停下来让他歇口气， 这样护理下来，
要花一个多小时，而责任护士总是面带微笑。

在病房里，老徐谈起此事：“并不是我有什么
地位和关系，她们对病人都是这样无微不至的照
顾。 ”并指着旁边的一位病友说：“这位老爷子生
活完全不能自理，刷牙、洗脸、洗脚、穿衣，甚至大
小便都是护士来协助。 ”

天使有情，苍生心暖。 在博爱楼里，我们发
现，每个科室都贴着和挂着病人送来的感谢信和
锦旗。 这不仅是患者及家人真情实感的寄托，更
是高尚医德医风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案头上摆着怀化市 舞氵 水路小学退休
教师许远平写的一篇新闻稿。 她写道：在三医院
住院期间，我被内二科护士想病人之所想、急病
人之所急的敬业精神所感动。我病房中还有两位
70 多岁的老人，护士们给她们打饭、剪指甲、洗
头发，简直比亲孙女还亲……

医学是爱的艺术， 这是怀化市三医院护士的
信条。 拍背、吸痰、洗脸、擦身、剪指甲……这些事
情早已成为日常护理规范， 护士们从未当成份外
事。

全面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创建优质护理示范
病房，打造人性化的服务品牌，护士们用脉脉温
情抚慰患者的心灵。

在住院部，我们发现不少病区的走廊上满是
加床的病人，由于护理工作有条不紊，写在患者
和家属脸上的，不是焦躁、疲累，而是满面的笑容
与感谢。

在前不久的出院病人座谈会上，病友们纷纷
赞扬医院的“医后服务”。据该院党委书记夏仪莹
介绍，当初提出“医后服务”，主要是本着对患者
负责任的态度考虑，同时借鉴服务同行们的通行
做法。专门开展“医后服务”，不仅是电话回访，第
一时间了解患者的想法和情况，而且开展后续医
疗服务，为患者提供全程医疗服务。

“医后服务”这种为患者提供健康信息、心理
辅导、上门治疗、定期回访为主要内容的新型服
务方式，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

病友丁满珍的一席话发自肺腑，她说：“从进
院到出院，每个医护人员都会自始至终地关心着
你，感动着你。 医后服务的电话回访、上门看病，
都能让你感受到他们真诚的服务，这是我在其他
医院没有体会到的。 ”

“患者选择相信我们，这是我
们不断提高医疗技术的动力”———
质量是医院的生命，也是医院医风
建设的核心。

4 岁的小黄患有“先天性巨结肠”疾病，如不

用药物帮助排便， 10 多天不能自行排便， 腹胀
难忍。其父母带着他辗转来到怀化市三医院外六
科就诊。常规治疗主要施行开腹手术，创口大、疤
痕长，恢复较慢，对生长发育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外六科主任、主任医师姚敦武，副主任医师
宋明照大胆创新， 利用腹腔镜探入小黄腹腔内，
使病变的结肠管的系膜及周围组织充分游离，通
过肛门将病变肠管切除，并将正常的结肠端与肛
门进行缝合固定。术后 3 天，小黄就能排便，康复
出院时基本上看不出疤痕。

腔镜技术在怀化市三医院成功开展 20 年，仅
胆囊取石就近 2 万例，始终在怀化保持领先水平。
从外地医院引进到该院的姚敦武已经做了 2000
多例腔镜手术，发表了 10 余篇论文，腹腔镜手术
已成了他的“绝活”，许多外地患者慕名前来。

“患者选择相信我们，这是我们不断提高医
疗技术的动力。 ”姚敦武说。

其实，他只是该院请进来，走出去，实施人才强
院战略，提高医疗技术，让患者受益的一个缩影。

针对医院专业技术队伍相对落后的实际，该
院制定了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中长期规划，并
出台了优惠政策， 大力引进和培养学科带头人、
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专业人才。

引“凤凰”进。近年来，该院先后从中南大学、
重庆医科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第三军医大学等
10 余所医学院引进本科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150 余人。

让“孔雀”出。 医院还多渠道、多层次培养人
才， 每年选派 30 多名业务骨干赴国内知名医学
院校和医院进修学习，掌握新知识，新技能，不断
提高对急危重症的救治能力，确保医疗质量。

“凤凰”、“孔雀”比翼齐飞。 据统计，该院高级
职称人数已达 149 人，是 2000 年的 8.4 倍。 形成
了“院有重点、科有特色、人有专长”的学科建设
格局，提升了医院的医疗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目前，该院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支撑起了显
微创伤外科、神经外科、腔镜外科、呼吸内科、心
血管内科、临床药学等 6 个市级重点学科，成为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南华大学医学院教学、实习
医院，怀化市 120 紧急救援中心网络医院、怀化
显微创伤外科中心、怀化市心血管病防治研究中
心、 湖南省个体化给药咨询指导怀化分中心、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合作指导医院等。

同时，全市腔镜技术质量控制中心和临床用
药质量控制中心也在这里挂牌，表明该院在这些
方面的领先地位。

一批品牌科室脱颖而出，多项医疗技术享誉
五溪。

该院骨科已发展为 2 个专科，细化为 6 个专
业，如各种类型断肢、断指再植，显微神经、血管
修复术，脊柱矫形外科手术，骨病及骨肿瘤手术，
关节置换术及创伤外科手术等。

神经外科开展了脑出血卒中外科规范化治
疗，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规范性质治疗，锁孔入路
窥镜辅助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治疗，颅内动脉瘤夹
闭和巨大脑血管畸形切除术、重型颅脑损伤的救
治居市内领先水平。

心血管内科对高血压的诊治、心血管病的防
治研究、心脏介入治疗、房颤的抗凝治疗走在了
全市的前列。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加大人才“软件”
建设的同时，近几年来，该院陆续投入 5000 余万
元，用于医疗设备的更新和添置，购进了 1.5T 磁
共振、16 层螺旋 CT、四维彩超、直接数学化 X 线
成像系统（DR）、800 毫安数字化胃肠镜、C 臂机、
各种腔镜、大型全自动生化仪、膝关节镜、乳腺微
创旋切仪等大型设备，为“科教兴院、人才强院”发
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硬件支撑。

“文化是医院的灵魂。 ”该院工会主席潘年才

认为，优秀的医院文化能充分发挥每一个员工的
潜能，激发士气、凝聚精神，它是提升医院核心竞
争力的重要保障，其核心是以人为本。 这就要求
医务人员在医疗技术服务过程中体现尊重病人、
关爱病人、方便病人，服务病人的人文精神，切实
改变“见病不见人”的单纯技术服务理念，使病人
在治病过程中感受到对人的尊重和人间真情的
温暖。

在怀化市三医院，我们处处感受到具有医疗
特色的文化气息。

该院建立 VI 系统，有院歌 、院徽 、院训、院
旗，评选了院树、院花，形成了医院特有的环境文
化、科技文化、爱心文化、服务文化等；医院每年
都举办杜鹃文化节、健康之夏文艺晚会等；开展
了“十佳护士”、“十佳青年”、“十佳病历”等评比
活动，用榜样的力量激发医务人员的工作主动性
和创造性，营造了积极向上的浓厚氛围。

为让患者能够感受到贴心而周到的服务，该
院对护理人员进行礼仪培训，医生进行心理知识
培训，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同时，该院不定期开展
红色教育，提升医务人员的思想认识，发扬吃苦
耐劳的精神，增强职业责任感、使命感和主人翁
意识。

爱心文化建设走到了院外。针对亚健康人群，
该院相继成立了高血压、哮喘、糖尿病、颈肩腰腿
病俱乐部，定期开展社区健康教育讲座，有效提高
了社区人群的健康保障水平。 据该院心血管内科
主任、主任医师黄友良介绍，高血压俱乐部已为 1
万多名会员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跟踪服务。

“知民生之艰，方能急百姓之
所急”———从制度创新入手， 倾心
为患者省钱，遏制医德医风问题的
发生。

在怀化市三医院，我们听到了一个故事。
一位肿瘤患者在化疗期间，白细胞上升比较

慢，心里十分焦急。 他要求医生多开些贵重进口
药。医生告诉他，进口药和国产药价格差三四倍，
但疗效差不多，别浪费钱，省下来多买些营养品。

“知民生之艰，方能急百姓之所急”。 这个故
事，并非个别现象。 这是医院始终把患者的利益
放在第一，精心为患者省钱，长期浇灌医德医风

之树的结果。
如果不从构建医德医风的长效机制入手，就

无法实现真正的医患和谐。 基于这种认识，该院
在加强职工职业道德教育和社会公德教育的同
时，建立医德医风考评制度，实行医德档案管理，
全面推行“党员带头创无红包科室”活动，做到用
制度防范医德医风问题的发生。

今年 5 月， 该院某科室的一位副主任医师，
由于连续两次用药比例超标被公示， 受到了转
岗、低聘一级职称的处理。

为进一步减轻患者的负担，该院修订并出台
了《药品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各个科室药
品收入比例的“高压线”，对院内各种医疗服务收
费，以及门诊、住院用药处方等，制定了严格的控
制制度。 随着药品管理的加强，医院的大处方现
象得到遏制。 今年以来，该院药品收入仅占总收
入的 40.8%，低于卫生部要求控制在 43%的标准。

提高参合农民医疗保障水平，是该院减轻患
者医疗负担的一项重要举措。 目前，该院的新农
合覆盖到了怀化 13 个县（市、区），新农合即时结
报，实现参合农民“当天出院，当天补偿”。享受城
镇医保或新农合住院的患者，医生开出的药品确
需超过医保或新农合药品目录比例的，必须经医
院分管领导签字。

目前，该院的医保和新农合药品在患者就医
使用中的比例达 88%，居市直医院最高，为老百
姓切实带来了实惠。

一系列减负举措得到患者的欢迎和社会的
好评，但必然对医院的收入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
此，俞群军的观点是：医院的发展不是靠多做检
查、多开药来实现的。 只有真正把医院的利益和
患者的利益统一起来，让每一个医护人员明白维
护病人的权益是保障医院长远和整体利益，我们
才能够得到群众理解和政府的支持。在这种和谐
的环境中，医院才能得到发展。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一项最新调
查显示， 全院医德医风综合满意度高达 96%，社
会的充分信任是对医务人员德技双馨的最好诠
释。

还期更趁东风劲，再步青云路八千。 俞群军
院长表示，在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全体
怀化市三医院人的努力，医院的医疗水平将越来
越高，医疗服务质量将越来越好，医院的功能将
越来越完善，真正做到让患者放心、让群众满意。

———怀化市第三人民医院开展“三好一满意”活动纪实

天使情怀慰苍生
肖军 全杨科

中方县铜湾镇农民丁佳武最近感到胸闷，
辗转求医无果。 9 月 4 日上午，他来到怀化医专
附属怀化市第三人民医院看病。 虽然门诊大厅
人头攒动，但很快就挂上了号，导诊人员热情地
将其送到心内科专家诊室，当天下午就拿到了 B
超检查结果和诊断报告。

“今天是星期天，不仅看了专家门诊，而且还
当天拿到了诊断报告，这是我没想到的。 ”丁佳
武深有感触地对陪同来的亲友说。

今年以来，和丁佳武一样来医院求医问药的
患者，普遍感到这里的服务变得更加人性化了。

都说医患矛盾突出，然而，怀化市三医院在

不断扩容的同时，患者满意率却在提升，原因何
在？

“这是我们坚持以人为本，认真落实上级卫
生部门便民惠民措施，开展‘服务好、质量好、医
德好、群众满意’活动的结果。 ”院长俞群军给出
了答案。

怀化市三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喻群军
到社区病人家里回访。

人性化的护理服务。

医护人员在与患者谈心。

导诊人员搀扶着病人去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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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三医院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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