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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自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己健康的
第一第一责责任人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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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善新北区老年医疗服务网
络，老年病医院和老年医学科的建
设是关键。11月23日，在新北区卫
健局的全力推动下，奔牛人民医院
增挂“新北区老年病医院”，并与市
一院签约共建医联体推动老年医学
科的建设。

2021年，医院创成省级老年友
善医疗机构，建立了老年人绿色通
道制度、老年人健康服务随访制度、
老年患者双向转诊制度、老年医学
服务技术规范、老年住院患者风险
评估制度等，有效保障老年患者就
医权益。同时，医院加强老年医学
专业人才的培养，安排2名护理人员
至上级医院进修老年病专科护理，
还将继续派遣医务人员进修老年医
学相关知识及技能。

“目前，整个奔牛镇65岁以上老
人共有11577人，超过镇区人口的
14%，我们已属于深度老龄化社会，
区里选择我们作为老年病医院，也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奔牛人民医
院副院长、疼痛科主任钟红霞介绍，
除了老年医学科，医院的内科、疼痛
科、康复科的医疗服务大多以老年
人为主，为建设老年病医院打牢了
基础。

72岁的陈奶奶患膝关节炎多
年，最近活动不当造成膝盖剧烈疼
痛，几乎不能走路。到疼痛科检查
发现膝关节有大量积液，钟红霞在
超声仪引导下为她抽取了积液，再
注射臭氧和药物进行消炎。“我的腿
走不了远路，又患有慢性病，能就近
治疗真的太方便了，每次打完针都

明显舒服不少。”陈奶奶说，经过一
周三次的治疗，她已经能正常行走，
膝盖不再疼痛。

今年1月，奔牛人民医院开设以
中西医结合为特色的疼痛科，设立
疼痛门诊和病区。科室整合了麻醉
科、康复科、中医科的资源，配备了
各种高尖端疼痛诊疗设备，以超声
引导精准靶向治疗为特色，开展射
频神经调控术、三氧大自血、富血小
板血浆技术，辅以冲击波、内热针疗
法，为各类急慢性疼痛患者提供安
全、有效的综合治疗。

疼痛科门诊位于中医馆内，现有
医护人员5名，其中医师3人（高级职
称1人、中级职称2人），康复治疗师1
人，护士1人。钟红霞介绍，科室有三
大王牌，既有西医类肌筋膜触发点技
术，也有中医类正清风痛宁三联序贯
疗法，外加三氧疗法，能解除大部分
疼痛。此外，科室还特聘南京市妇幼
保健院疼痛科主任专家坐诊、指导。

“门诊量增加明显，老年患者占到
80%以上。”钟红霞说。

自1951年建院以来，经过几代
人的奋斗，奔牛人民医院现已发展
成为一所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
计划生育及健康教育为一体的现代
化二级综合医院。

而今，奔牛人民医院站在新征
程的起点上，全面启动二甲综合医
院的创建工作，将不断提升服务质
量、拓展服务内涵，让辖区居民安心
在家门口“看上病、看好病、少生
病”，也将助力新北区医疗卫生事业
谱写崭新篇章。

奔牛人民医院绘制全新蓝图——

踔厉奋发向未来，争创二级甲等医院
市级基层特色科室再增、“新北区老年病医院”挂牌、新住院大楼竣工

□本报记者 赵霅煜 通讯员 高彩亚

从10间房屋、6张病床的诊所，发展成占地65亩、年门诊数量近42万
人次的二级综合医院，奔牛人民医院走过了71年不平凡的岁月。

新的蓝图已绘制，新的征途将启程。在新北区、奔牛镇两级政府的领
导下，2022年，奔牛人民医院正式开启了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的创建工作。

年末将至，奔牛人民医院迎来了多个喜讯：儿科成功创建市级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增挂“新北区老年病医院”，全区唯一；总面积16500
平方米、高8层的新住院大楼竣工，于2023年春节后投入使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提出：“发展壮大医疗卫生
队伍，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和社区。”院长阮敏芝表示，这一指令为医院实
现“以需求为导向发展特色科室，助推乡镇医院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注入

“强心针”，作为一名基层管理者，她倍感振奋。

“‘二级甲等综合医院’不仅是一
个称号，更是一个医院硬件、软件等综
合实力的体现，是医院医疗能力和技
术的缩影，是衡量医院管理水平、业务
能力、专业人才、设备设施等社会信誉
度的标志。”阮敏芝说，创建二级甲等
综合医院是医院追求“高质量发展”的
必经之路，今年项目启动，力争三年后
完成申报评审的工作。

作为历史悠久、享有美誉的老牌
医院，奔牛人民医院完全有底气说这
样的话。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里
就是片区中心医院，后因行政区域的
划分、相关政策的调整，医院的业务能
力曾一度下滑。2009年，新一轮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实施后，医院重新定位，
不断调整运营管理模式，转变服务理
念，把地方百姓的健康需求作为医院
运营的最高追求，激活了医院发展的
内生动力，凭着出色的医疗服务能力，
再次赢得奔牛及周边乡镇17.3万居民
的信赖。

“想要评上二级甲等医院，首先要
修炼好三项‘内功’。一是专科建设，
以患者需求为导向发展专科业务；二
是人才队伍，引进学科带头人，培养人
才梯队；三是硬件提升，更好地来改善
群众的就医体验。”阮敏芝说。

其实早在2015年奔牛镇划归新北
区后，医院就暗暗开始发力。2015年
康复科成立，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运
用现代康复医学与传统中医相结合的
模式，对病人进行系统的康复治疗及
训练。第二年，科室就评上了市级基
层特色科室，2018年又建成省级基层
特色科室。2017年肛肠外科、2020年
消化内科和手外科、2022年儿科也相
继建成常州市基层特色科室。医院在

专科建设上秉持“巩固优势、发挥特
色、重点建设、全面发展”的思路，完全
围绕患者需求制定专科发展的方向。

人才队伍建设是提升医院综合
实力的决定性、关键性因素，直接关
系到医院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全院
高级职称107人、中级职称75人、初
级职称121人。在人才培养上，医院
每年选派10余名中青年骨干到省市
级医院进修学习；柔性引进上级医院
知名专家、聘请上级医院已退休的学
科领军人才，指导临床教学、科研工
作；通过医联体平台获得更多参加专
科学术培训、讲座的机会，让本院医
护人员及时更新专科知识与技能。

“为支持二甲创建，今年新北区在学
科带头人、知名团队、个人引进的政
策上给予我们倾斜，拨出一笔专项引
育经费。”阮敏芝说。

医院现有院区于1998年投入使
用，设施设备逐渐老旧，门急诊拥堵
不堪，住院楼病房严重不足，这曾是
奔牛人民医院的一大痛点。为给患
者提供安全舒适的诊疗环境，医院连
续多年对就诊环境进行大刀阔斧的
改造。2017年，建筑面积2645平方
米的新门诊楼搬迁使用；2022年初，
总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的新发热门
诊 投 入 使 用 ；2022 年 底 ，总 面 积
16500平方米、高8层的新住院大楼
竣工，即将验收、搬迁使用；近两年，
中天钢铁集团捐赠医院 1150 万元，
用于购置高端、先进的1.5T德国西门
子超导磁共振、电子胃肠镜及骨密度
检测仪，大大提升医院临床诊断水
平；明年，集团还将助力医院启动新
门急诊综合楼的建设，推动二级甲等
综合医院的创建。

11月初，市卫健委公布2022年
市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名
单，奔牛人民医院儿科成功上榜，给
这个已有50多年历史的优秀科室再
增色一笔。

“我们儿科在这一片区有着几
十年好口碑。29年前我来这里工
作，就有3位专职儿科医生，现在人
员配备更加齐全，能开展的诊疗业
务更多了。”儿科主任郑琴介绍，科
室团队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现有主
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3名、主治
医师3名。团队临床经验丰富，能熟
练开展儿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
治疗以及危急重症的急救处理。“儿
科的患者有不少延续了两代人，许
多家长是小的时候就在这里看病，
现在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还是选
择到奔牛儿科来咨询就诊。”

儿科没有在患者的认可中墨守
成规，而是紧跟患者的医疗需求求
新求变。郑琴说，“时代在改变，我
们也要顺应家长的需求，调整儿科
的诊疗业务范围，为更多儿童的健
康服务。”

随着家长健康意识普遍明显提
升，儿童中毒、心肺功能衰竭、感染
性休克等危急重症减少了，咨询孩
子生长发育问题的越来越多。2020
年底，儿科开设了生长发育（性早
熟、矮小症）特色门诊，长年邀请上
海内分泌专家线上、线下开展义诊
活动。现已为超1000名儿童拍摄骨
龄片，并对生长发育偏差儿童进行
规范的诊断与治疗。

2021年，儿科通过“儿童哮喘标
准化门诊”的审核并获得授牌，是全
市基层医院中的首家。明亮宽敞的
雾化室可以同时容纳10名儿童，去
年雾化量达到15000人次。

同时，医院儿科引入中西医结
合的理念，依托全科中医师，针对支
气管哮喘、小儿反复咳嗽、过敏性鼻
炎、脾虚体弱易感冒、厌食矮小等常
见病征，开展儿童易接受的穴位敷
贴疗法，颇受家长们的认可。

如果说儿科是医院“老字号”，
那消化内科就是“新品牌”。2018年
科室才正式成立，2019年就开设了
消化内镜中心。2020年，消化内科
与江苏省基层特色科室省级孵化中
心——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对
接，成立“李学良教授名医工作室”，
科室诊疗服务能力更上了一个台
阶。同年，科室通过市级基层特色
科室评审。

“医院创建二级综合医院后，消
化内科作为二级科室，这两年发展
迅速，门诊量比过去起码增加了2倍
以上。”消化内科主任张鹏飞说，早
在上世纪90年代，他们就是这一片
区最早开展胃镜检查的医院，如今
他们也是率先开展Al助力下消化道
早癌筛查、HP普查的基层医疗机
构。科室在省人民医院消化科专家
团队的指导下开展内镜下治疗，以
内镜下息肉摘除术为主。科室还开
展特色治疗，中药灌肠治疗慢性结
肠炎获得不少患者的好评。

“2020 年 ，我 们 一 共 做 了
1300 例胃肠镜检查。到了 2022
年，仅前 10 个月的胃肠镜检查数
量就达到 3215 例，和去年同期相
比，增加了 50%以上。”消化内镜
中心负责人胡迎春说，相比赶到
市区三甲医院排队等待，越来越
多的当地人愿意选择这里，因为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与三甲医院
同质化的诊疗服务。

今年1月，52岁的福建人王先
生到奔牛人民医院做体检，胃镜检
查中发现食管下段黏膜病变，属于
食道早癌，他赶回老家做了手术。6
月份复查时，又来做了一次肠镜检
查，清除了多发息肉。在医生的细
致检查下，五年内易癌变的横结肠
息肉被及时发现。王先生非常感
激。“好的技术吸引人，好的服务留
住人。”胡迎春说，乡镇医院的技术
水平与服务质量只有获得辖区百姓
的充分信任，才能让大家心甘情愿
地选择“基层首诊”。

2020年10月，奔牛人民医院成立
了新北区基层医院中首个慢病健康管
理中心，开展慢病诊疗、随访、管理，以
及慢病补助办理、家庭医生签约、双向
转诊等工作。中心专门创建一支集
防、治、保、管为一体的综合性、公益性
服务团队，整合各科资源，对慢病患者
实施“筛查、诊治、预约、转诊、康复”的
综合管理。

“过去，慢病患者是没法管理的，
门诊只管治疗开药，公卫只管随访宣
教。成立中心后，医防融合的理念得
以真正实现。”中心负责人邓扬清表
示，中心加强了慢病管理的连续性，追
踪慢病患者病情发展，进行精细化的
管理指导。通过医疗服务的高频次，
促成医患间高依从性的健康管理模
式，将致病因素控制、并发症筛查留在
基层，患者能得到更及时有效的诊疗
服务。

除了满足门诊慢病患者看病、配
药、随访工作，中心的医护人员还会
主动出击，定期组织团队的医务人
员下乡进社区，为老年群体提供骨
质疏松、白内障、高血压、糖尿病等
免费筛查、咨询、讲座及义诊等健康
促进活动。

今年9月，医院特别推出“健康骨
骼·奔医同行”的党建品牌活动，面向
全镇50周岁以上的女性和65周岁以
上的男性，筛查出有骨质疏松风险的
人群，为其进行免费骨密度检查，并对

确诊患者进行干预。“通过1分钟问卷，
初筛出有骨质疏松风险的2000多人，
中心二次筛查最终确定了220名高危
人员。电话预约到院进行双能X线检
查，目前已完成90人。”邓扬清说。

为在医院与慢病患者之间搭建一
个良好的交流平台，中心以自我管理
小组活动的形式构建常态化、长效化
的社区健康管理工作机制，定期与社
区糖尿病患者开展一系列活动。

连续参加了为期四个月的线下糖
尿病自我管理强化小组活动后，奔牛
镇金牛社区69岁的朱大爷餐后2小时
血糖值稳步下降，还和“病友”们分享
了自己抗击糖尿病的经验和趣事。这
个活动已经成为不少奔牛糖尿病患者
的交流平台。“诊断出糖尿病时，我以
为吃药就能控制血糖，参加了这个活
动后，才知道要精细化管理自己的生
活。”朱大爷说。

“医生宣教是一部分，慢病患者之
间的交流更能促进他们的自我管理。”
邓扬清表示，为加强指导、引领社区居
民提高慢病管理意识，提升慢性病患
者人群自我管理能力，奔牛人民医院
不断深入社区，通过各类活动与慢病
患者之间搭建良好的交流平台，在探
索医防融合新模式上进行创新。

截至今年10月底，中心门诊办理
慢病补助 586 人，高血压患者就诊
1101人次，糖尿病患者就诊1318人
次，慢病随访多达2000多人次。

紧跟需求创特色，患者首诊留基层

建设老年病医院，解决老年人“痛点”

慢病筛查立品牌，医防融合有创新

修炼三项“内功”，推动高质量发展

夏敏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