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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打造区域卫生“医疗中心”
不断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都江堰市人民医院（又名都江
堰市医疗中心）始建于1939年，是一
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
一体的国家三级乙等综合医院。“医
院的战略发展定位是比较明确的。”
医院执行院长于洪涛用几个词进
行了概括，一是两个基本功能，二是
一项未来保障，三是一个辐射效应。

于院长解释，2015年6月，医
院由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以下
简称“成都三院”）托管，通过托管
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临床
诊疗水平，更好地满足本地群众
看病就医的需求。

“一项未来保障：都江堰市将
建设成为国际生态旅游名城和国
际旅游康养目的地，围绕这一战
略目标，医院将重点打造一批服
务水平高、技术实力强的学科，如
急救创伤、心脑疾病、重症监护、
眼科和康体养生等。”于院长说。

此外，医院结合省内和西南
地区医疗市场的实际需要，利用
都江堰地域和环境优势，寻找
1-2个现代医疗高技术项目，以

“三高”（即高端人才、高端技术和
高端设备）为目标，争取能够辐射
到全域成都、全省或西南地区，奋
力打造成都西部诊疗中心。

布局
做强医院“拳头”学科
辐射乡镇医疗单位

分管业务的副院长陈昌礼告
诉记者，医院拥有普外科、儿科、

骨科、康复医学科4个省级重点专
科，肿瘤科、检验科2个市级重点
专科。陈昌礼说，成都三院托管以
来，派遣了多位专家“入驻”医院各
科室，由他们定期指导、带教。托管
以来，成都三院下派专家开展指导
达3556人次。“以成都三院为龙
头，都江堰市人民医院为枢纽，基
层医疗单位为网底的‘医联体’建
设。”陈昌礼介绍，医院已将都江
堰县域内23家基层医疗机构纳入
医联体，并与基层医疗机构签订
了医联体建设协议，在急诊病区
设立“医联体中转病房”，开通绿
色通道安置基层上转病人。

目前，都江堰市人民医院已派
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到网底医院
开展坐诊、查房、会诊、讲座、带教
等活动5105次，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42项，开展医联体集中培训41次，
专家下沉网底医院开展培训125
次，累计培训医联体成员单位医务
人员5885人次。多措并举，有效提
升了基层医疗机构诊疗水平。

而在2015年-2017年间，医
院连续3年蝉联“香港艾力彼全
国县级医院百强榜”中四川省三
级乙等综合医院第一位。

便民
打造国家高级脑卒中中心、
胸痛中心

“我们重视特色科室的打造，

比如说我们打造的国家高级脑卒
中中心，已实施溶栓治疗345例，
居于全省首位。”陈昌礼说，卒中
病人基本实现“零”上转（往上级
医院转诊），病人得到及时、高质
量的医疗救治。目前，医院正在打
造“脑卒中黄金1小时救治圈”。除
了脑卒中中心，医院还建成了胸
痛中心，在接受国家胸痛中心机
构评审后将正式挂牌。

除了让病人得到及时救治，
在看病便利上，医院也一直在探
索。比如，持续开展了“亲民温馨
服务”活动，在都江堰市首推手
机微信移动平台，并升级改造自
助缴费挂号机，实现与医保对
接；推广网络、电话、微信、APP
等多种途径预约挂号服务，实现
了患者不到医院排队即可挂号
和预约专家；优化医保结算流
程，率先开通全国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跨省异地直通医保
结算服务。

此外，医院门诊处安排导医、
志愿者、义工、小红帽为患者服
务，设置流动服务车，为病患及家
属提供饮水服务，为患者发放便
民袋，增设叫号系统和等候座椅，
实行门诊窗口错峰服务，增设收
费、采血窗口，极大缓解了门诊排
长队现象。

成都商报记者 石雪梅 李惠
医院供图

最大限度地达到康复效果，
除了骨科外，背后还有康复医学
科在默默发挥作用。而这样的组
合，体现出MDT多学科团队协作
的优势，帮助患者加速康复。

当患者过了手术期后，手术
关节需要一个修复的过程，此
时，康复医学科就可以派医师介
入康复训练。

康复医学科副主任白杨称，
科室里的康复师都是具备丰富
临床经验的医师。科室还安排康
复医师转科至内科、外科科室进
修，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康复医师

临床经验，保证康复方案制定的
精准性。白杨曾在神经内科做了
13年的临床医师，有专科及骨科
进修经历，这些丰富的临床经验
加入康复治疗的过程中，让患者
的康复效果加倍。

康复医学科与市一医院多科
室开展联动：比如，卒中病人的康
复治疗，康复医学科与神经内科
联动在疾病的急性期，超早期过
程中介入，最大限度地为患者减
少疾病带来的伤害，减少肢体残
障。“如何让病人回归社会，重建
对生活的自信心，才是康复医学

科人文关怀的体现。”白杨说。
7月，成都高新区与市一医

院签订区域医疗协作建设框架
协议，开启“医联体紧密协作”模
式，推动更多优质医疗资源服务
的“东进”战略。目前，在“健康中
国”的背景下，市一医院为助力
健康成都的实现，彰显公益，提
升质量，改善服务。未来，市一医
院将在深化医联体建设、妇幼保
健、医疗应急、科研教学、院感防
控等工作上继续发力，让更多的
老百姓享受到更优质医疗资源。

成都商报记者 赵立莹

2012年，周克明在四川省卫
计委立项开展农村临终关怀研究，
这是我国第一个在农村开展的临
终关怀项目。周克明特地染了一头
黑发，“我这把年纪，这样去关怀，
才能让病人看到希望。”周克明用
这样的乐观精神鼓舞人们，让许多
患者重拾了生活的信心。

在周克明的档案柜里，有9个
装有“宁养关怀病人随访记录”的
档案袋，每一位离去的病人的人生
最后一笔都记在上面。“让我很意
外的是，收到最多‘谢谢’的时候，
往往是关怀过的患者去世以后，家
人专门给我们打电话讲述患者走

的时候是如何平静。”这些出乎意
料又让人感动的交流中，周克明感
受到了让癌症患者有尊严地离去，
正被社会和家庭渐渐重视。

光靠课题研究组下乡巡诊还
远远不够，周克明希望更多人能
够把临终关怀做下去。每次巡诊，
周克明都会叫上乡镇卫生院、村
卫生所的医务人员，因为他们是

“离患者最近的人”，还在各乡镇
医院办起了宁养关怀培训班，培
训了乡村医生近千人。

他的字典里仍然没有“退休”
二字。八旬高龄还要长期行走乡
间，跋山涉水、风雨无阻。有人劝

他，八十多了，就不要亲自巡诊
了，但周克明有着他自己的坚
持，“要去，给他们说了，（他们）
盼着呢。”

对于外界冠以的种种赞美之
词，周克明并不在乎，他真正在意
的，还是如何更好地推进临终关
怀工作。他一直记得一个画面，自
己巡诊结束后，乘坐的车已开得
很远。他回头看了看，那位患者家
属还站在路口，不停地向远处挥
手，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谢，

“这画面就像一个约定，让我充满
牵挂，期盼着再来看看。”
成都商报记者 董子意 医院供图

手术“铁人”
一天成功完成17台介入手术

2017年6月10日，由于心血
管造影机机械故障，连续几天的
手术不得不一天完成，共17台手
术，8台冠状动脉支架，9台冠状
动脉造影，从早上10点一直到晚
上10点，由于连续工作时间太
长，汪克纯拇指和食指抽筋了。

今年5月30日下午5点半，汪
克纯顺利完成5台急性心梗介入
手术后准备下班，去参加一个学
术会。刚要走，一个急性心梗病
人送了进来，汪克纯二话没说，
换上手术服，冲进了介入手术
室，手术晚上7点半才结束。手术
结束后，汪克纯赶往学术会会
场，会议结束已是晚上9：30了。

回到家，汪克纯简单洗漱后
就休息了。凌晨12点，熟睡中的
他接到医院通知，一位急诊患者
需要救治。汪克纯急忙赶往医
院，这台手术做完，已是凌晨1点
多了。回家休息，早晨6点，汪克
纯又准时起床，7点半赶到科室，
交班、查房，紧接着是半天专家
门诊，接诊60多个病人，从下午2
点开始，又是接连5台手术……

这些已成为汪克纯的工作常
态，今年4月，他半夜急赴医院开
展急诊手术的次数就达16次。当
被问及是否会因为劳累影响状

态，汪克纯认真地说：“我这个人
喜欢工作，一提到工作就全身是
劲。”正是这种对于工作的喜爱，
汪克纯很少休假，基本全年都忙
碌在医院救治的一线。

管理“铁人”
带领科室手术量增长十余倍

汪克纯的“铁”，还表现在科
室管理上。他主推让病人自由选
择医生，科室老病人入院了，他
就问病人：“给你安排上次管你
的医生行不？”病人若说：“我换
一个某某医生吧。”汪克纯就遵
照病人意愿，换医生。

但接下来，汪克纯就表现出
铁腕的一面了：病人不再选你，
要寻找出原因。对病人服务不到
位的医生，汪克纯就要求他停止
收病人一天，作自我反省和检
讨，认识到问题了，恢复收病人
资格，没认识到，继续停！

正是在汪克纯的铁腕管理
下，市六医院心血管内科，从汪
克纯刚到市六医院时的年门诊
量不过1.5万人次，年出院人数不
过1500人次，介入诊疗年手术量
不足百台次；发展成为现今，年
门诊量已达3万余人次，年出院
人数4千余人次，年介入手术量
达到1600余台次的科室。而市六
医院心血管内科也成为了成都

市乃至四川省的知名科室。

热线“铁人”
因患者晚打三个小时电话而
生气

心血管疾病的救治就是在与
时间赛跑，汪克纯希望自己能在
第一时间帮助到患者，他将自己
的私人电话号码，给到每一位自
己的病患，并保持24小时开机。

今年6月的一个清晨5点半，正
在熟睡的汪克纯，被一阵急促的电
话铃声惊醒。他一个翻身接起电
话。“汪医生，不好意思这么早打扰
你，但我两点过开始，心脏就有点
绞痛，现在实在忍不了了……”

电话那头还没说完，汪克纯
就颇为生气地说：“既然两点开始
绞痛，为啥不直接给我打电话，现
在你还能走吗？不行就拨120，我
在医院急诊等你。”早上6点不到，
患者来到医院时，汪克纯已在急
诊科门口等候了。

在汪克纯不懈的努力下，现
在城东的心血管病人，发病后不
必再跑到其他区的医院，只用在
家门口，就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医
治。而在汪克纯以及心血管内科
的引领下，市六医院正在逐步加
强自己的医疗技术实力，承担起
成都东部区域医疗中心的重任。

成都商报记者 李培洋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汪克纯

重启心跳律动的“铁人”医生
助力医院成为区域医疗中心

在心血管圈，来自成
都市第六人民医院的汪克
纯颇为有名，他开展心血
管介入手术13年，作为术
者每年完成各类心血管介
入诊疗手术1500余例；同
时，他经常飞赴全国各地，
参加各种国内和国际学术
会议，作为讲者、主持或点
评嘉宾进行学术交流。无
论同行、同事还是患者说
起他时，都离不开“铁人”
医生这个称呼。

手术中的汪克纯 医院供图

简阳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医师 周克明

八旬医师坚守抗癌一线
捍卫生命最后的尊严

从医63年，完成手
术一万余例，82岁的四
川省简阳市人民医院肿
瘤科医师周克明至今仍
然穿梭在简阳各个乡镇
之间，为农村的中晚期
癌症患者进行临终关
怀，让他们有尊严地走
完人生旅程。对农村末
期癌症患者来说，他便
是那“黑暗中的明灯”。

周克明医生为末期癌症患者进行临终关怀

他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是简阳市人民医院外
科、肿瘤科的创始人，在四川县
级医院中率先开展食管癌、肺
癌、胃癌、结肠癌等根治手术。自
18岁行医，周克明作为一名肿瘤
科医生，几乎已经与癌症战斗了
一辈子。

然而几年前在农村下乡目睹
的情况，让做了一辈子医生的周
克明无法释怀。“癌症晚期是非常

痛苦的，因为疼痛，病人拿头一遍
遍撞墙发出哀号。旁边的老伴不
停地流眼泪。”

周克明见过太多癌症晚期患
者的痛苦和恐惧，也见过太多病
人家属为病人所遭受的折磨而流
下的眼泪。步入耄耋之年的他开
始对生命有了更多的领悟，他意
识到，让患者有尊严地、无痛苦
地、安详地走完人生是多么重要。

“农民辛苦了一辈子，不应

该在生命最后还要遭受这样的
痛苦。治疗已经失去了意义的时
候，不能让患者感到被放弃，要
让他们有尊严地走。”周克明进
一步深入了解后才发现，光是全
简阳就有 2000 多位这样的晚期
癌症患者。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
定：帮助晚期癌症患者去与死亡

“和解”，让他们有尊严地走完人
生的最后旅程。

苦难引发的思考 帮助末期癌症患者与死亡“和解”

免费却又无价 临终关怀温暖患者的最后一程

在有限的医疗资源的条件
下，如何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
感？为了让优质的医疗资源惠及
更多的群众，成都市第一人民医
院在科室建设上，也将提高患者
就诊效率的思路贯穿其中：横向
打通多学科间的协作，纵向深化
科室建设，这些改革举措，最终
让患者实实在在地受益。

MDT多学科协作、微创治疗，
这些颇具距离感的词汇，实际上离
患者并不遥远。其实，当患者患上
“家常病”，在市一医院也能享受到
这些“高质量”的医疗诊治服务。

对于市一医院骨科运动学
组组长陈志超来说，用最新的技
术服务患者，改变患者的错误观
念，这是医生职责所在。

5年前，67岁的张阿姨因为
左肩疼痛，辗转求医后来到市一
医院就诊。“大夫，我肩周炎抬不
起 来 双 手 ，晚 上 疼 得 睡 不 着
……”面对这样的病情自述，陈
志超已经不陌生了，但“肩周炎”
是一个错误的医学诊断。

经过核磁共振检查，张阿姨

被确诊为肩袖损伤。在市一医
院，针对这个疾病最有效的治疗
手段就是肩关节镜的微创手术。

市一医院是四川地区所有
市级医院中，最早开展肩关节运
动损伤疾病治疗的医院，陈志超
是该院骨科运动医学组组长。他
称，随着对肩关节认识的提高，
大众所理解的“肩周炎”，实际上
可能是肩袖损伤、钙化性肌腱
炎、冻结肩等问题。而肩关节的
这些问题，在合适的条件下和时

机下，肩关节镜是非常有效的治
疗手段。

对肩关节微创手术，陈志超
有着自己想法，开创肩关节微创
手术新时代，也是他的愿景。

“微创是一种精准医学，能
通过小切口看得到更多内部构
造，手术做得更精准。”陈志超
称，肩关节镜微创手术，只需要
在病灶处打一个3至4毫米的小
孔，将肩关节镜深入，通过医师
的操作，将损伤部位修复重建。

关键词：关节镜微创手术 骨科的精准医学 用新技术改变错误认知

加速康复 一切为了提高患者就诊效率关键词：科室联动

依托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都江堰市人民医院
奋力打造成都西部诊疗中心
“我们医院的援非医生银保，

提名成都市首届”成都骄傲——
大美医者“的候选人之一。”最近，
这一话题在都江堰市人民医院传
开，医院的同行无不为之骄傲。同
时，也让其所在的都江堰市人民
医院进入成都市民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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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中心住院部

科室联动用“高科技”治“家常病”

提高市民就诊效率
市一医院亮招“高质量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