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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成就

“郑医现象”再引关注

百年名院工笔描绘“春天的故事”
对于郑州人民医院来说，这个春天格外温暖、格外动人心扉。进入2月以来，好消息纷至沓来，犹如春风拂面：曾经刷爆网络，以凡

人善举感动无数人的8名“网红”，集体当选“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一大批专业获评省市级医学重点（培育）学科，为学科发展提供了
更好的平台；跻身全国综合医院手术量百强榜单，数量和质量均实现重大突破……“郑医现象”再次引发社会热议和关注。正如郑州人
民院长郝义彬所说，作为一所百年名院，郑州人民医院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积淀，更有优秀的传承和大胆的创新。医院率先在省内
推出了服务立院、科技兴院、科学管院、法制治院、质量建院五大战略，确立了以患者利益为根本树管理品牌，以患者满意为标准树服务
品牌，以患者康复为目标树技术品牌，以社会重担为己任树形象品牌，以内涵建设为主导树文化品牌的五大品牌方针，助推了医院跨越
式发展。郑报融媒记者 邢进

2月 15日，在鲜花和掌声
中，郑州人民医院医护群体以
高票当选2016“感动中原”十大
年度人物。公交车上救人的最
美护士马丹、怀抱患儿工作的
“袋鼠妈妈”许姝悦……短短一
年间涌现出 8名郑医“网红”，
他们的凡人善举、他们的“最
美瞬间，频频登上央视的屏
幕，带来一次次温暖与感动。

这些正能量“网红”在短
期内接二连三涌现，是偶然，
还是必然？郑州人民医院院

长郝义彬认为，这是郑医品牌
持续发酵带来的群体效应，是
医院长期以来文化熏陶和教
育培训的必然结果。

作为一家百年名院，郑医
精神世代传承。这一件件的
紧急抢救事件都发生在公众
身边，真实地呈现了医务人
员救死扶伤的奉献精神、扎
实过硬的专业能力。正如一
位网友评论所说：“这一定不
是偶然的事件，而是这家单
位大环境、大气候、大气氛形

成的必然结果。我们也由此
相信，这个单位的每一个员
工，在遇到当时的场景，也都
会做出同样的举动。”郑州人
民医院党委书记黄娟说，医
院不仅对职工进行医德医风
等教育，还进行心肺复苏培
训，大家都娴熟地掌握了急
救知识，每个人都可以进行
“白金十分钟”抢救。“一次次
院外救人事件，不仅体现了医
院的精神风貌，更促进了医患
和谐，传递了社会正能量。”

“郑医服务”是“郑医品
牌”的基石，是河南医疗界的
一面旗帜，它曾经开启了郑州
人民医院的发展和崛起之路，
也是多年来全院上下始终保
持的信念和情怀，深深融入每
个人的血脉。

在这种信念的指引下，
“郑医服务”进一步拓展和升
华。他们在全省率先推出了
“全院血糖统一管理模式”，将
分散在各科室的糖尿病人统
一纳入管理，把血糖检查结果
直接上传到系统内，由内分泌
科医生统一监控，及早干预，

避免因血糖导致的各种意外，
让“科室围着病人转”。

他们在全省率先进行慢
病管理改革，以往，慢病患者
定期来院开药、按照说明书或
既定剂量自行服用；而现在，
慢病患者必须面见相关专家，
由专家评估病情，指导用药，
并且对于其他疾病的隐患也
给予评估，科学管理，及早干
预，深受患者好评。

借“以治病为中心”向“以
健康为中心”转变的东风，他们
顺势而为，成立健康事业部，统
筹健康管理工作。体检前进行

健康问卷调查和评估，体检后
开展一对一体检报告讲解，提
供健康指导和建议，并进行电
话随访，重点对高危人群进行
跟踪，提供全方位的健康干预、
健康管理、就医协调、复诊预约
等相关服务，还定期举办形式
多样的健康教育活动。

他们紧扣现代医院管理理
念，成立“中央保障中心”，将分
散在各个职能部门的保障任务，
统一整合为“一个部门、一个电
话”，提升了工作效率，免去了医
务人员的大量非医疗事务，将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留给了患者。

学科建设水平是医院的
核心竞争力。2016年底，郑州
人民医院神经病学、器官移植
外科学、心血管病学、消化病
学、急诊医学获批新一轮河南
省医学重点学科，骨外科学、
泌尿外科学、呼吸病学、风湿
病学与自体免疫病学获批河
南省医学重点培育学科，器官
移植中心实验室获批“河南省
移植医学重点实验室”，学科
整体实力达到省内领先水平。

2017年2月，肿瘤免疫学、
血管外科学又获批新一轮郑州
市医学重点学科，护理管理学、
肿瘤放疗学、外科学其他学科
(肝胆胰外科学)、医学影像学(放
射诊断学)、医学影像学(超声诊
断学)、病理学其他学科、专科护

理学(糖尿病护理)获批郑州市医
学重点培育学科。至此，医院拥
有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省级博
士后研发基地、18个省市级重
点(培育)学科、7个省市级临床
研究所、1个省级重点实验室，2
个市级重点实验室。

这是医院大力支持学科
建设与发展的结果，据悉，院
党委高度重视科研工作，在构
建良好科研平台的基础上，每
年投入100余万元用于科研奖
励，2016年奖励额度更是高达
125余万元。医院形成了浓厚
的科研氛围，促进了重点和特
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在科
研方面硕果累累：2016年获河
南省科技进步奖 1项，郑州市
科技进步奖 4项，河南省医学

科技进步奖 6项；河南省医学
新技术引进奖1项。共计发表
论文 681篇，其中 SCI文章 31
篇、ISPT文章 1篇、中文核心
74篇、国家级 514篇。《腹部提
压心肺复苏新技术/新设备在
临床应用研究报告》为世界第
一篇发表于SCI高品质权威临
床研究的学术论文；副院长张
思森博士成为南方医科大学
急危重症专业全日制博士生
导师，也是我市医疗卫生单位
第一个博士生导师。由他牵
头完成的“可用于胃癌早期诊
断相关蛋白NEDD9的发现与
验证”科研项目，分别荣获河
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河南
省医学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郑
州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在3月9日公布的《2017中
国综合医院手术量排行榜》上，
郑州人民医院以 30000台的数
字，跻身全国百强。其中，器官
移植手术量名列前茅，在数量
和质量上均实现重大突破。

在这份榜单上，赫然写着器
官移植中心进行肝肾联合移植
的技术与实力；心内科二病区为
94岁心梗老人植入支架的勇气
和担当；胸外科历经3小时摘除
胸腔5公斤超大肿瘤的坚韧与自
信；普外三病区联手心内科二病
区，为合并心梗患者切除“胆囊
王”的责任和协作。这份优异成
绩，就是这样依靠一台又一台的
积累、一刀又一刀的果决、一针
又一针的缜密取得。

自 2002年器官移植科成
立，到2016年3月“郑州市人体
器官移植中心”落户，器官移植
中心不断刷新中原地区器官移
植新高度。14年来，先后完成
肾移植手术 1700余例，肝移植
手术 400余例、心脏移植 3例、
小肠移植 1例。其中肾移植成
功率超过 99%， 1 年存活率
96.7%，3年存活率 85.3%。手

术量长期在省内居于前列，手
术成功率和术后生存率均居国
内先进水平。据悉，仅 2016
年，郑州人民医院全年完成肾
移植手术 223例，较 2015年增
长了 63.3%，移植肾存活率
96%，人存活率97.8%。肝移植
手术 63例，较 2015年增长了
75%。截至 2016年，器官移植
中心共计实施 2000余例手术，
所有患者预后良好，不仅摆脱了
病痛折磨，而且提高了生活质
量。同时，郑州人民医院器官移
植中心作为河南省拟建设的6个
国家级区域医疗中心中的器官
移植中心建设主体单位，将和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省人民医
院一起，共同担负起建设河南省
器官移植医疗中心的重任。

微创手术是外科的发展方
向，如今，医院开展的微创手术
已经遍及外科及内科介入手术
的所有类别。郝义彬表示，进入
全国百强榜单，对于医院来说是
一个新的起点和更高的平台，
2017年，医院将继续致力于规范
医疗行为，提升内涵质量，让病
人得到更加合理有效的治疗。

打造良好科研平台 科教研体系助力学科发展

手术量跻身全国百强
高难度手术凸显郑医责任与担当

凡人善举刷爆网络 郑医网红群体当选“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

为了患者不断创新 优质服务理念融入郑医人的血脉

在阔步发展的同时，郑医
人从未忘记肩头的社会责任。
作为一家前身是教会医院的公
立医院，慈善是他们与生俱来
的特质，慈善救助的脚步从未
停歇。2016年医院举办了“郑
医·生命之光”大型系列公益活
动，其中，“百年郑医，百名专家
巡诊活动”至今已在郑州市、驻
马店、兰考等地组织了 72场巡
诊活动，受益人群 8000余人；
居民体验日活动，邀请不同社
会群体定期来院参观体验；肿
瘤患者病友俱乐部和内分泌患
者病友俱乐部，迄今共邀请到
500余名病友，举办了3场大型
讲座，6场小型医患联谊活动；
注资 260万设立“郑医·生命之
光”慈善救助基金，已救助各类
贫困患者110人。

从 2006年起，医院承担了
我省“明天计划”项目，为全省

儿童福利院的孤残儿童提供医
疗服务，共计救治患儿近千名。

自 2015年开始，医院连续
3年承担慈善总会“善行绿城”
项目，对乳腺癌、宫颈癌、肝癌、
胃癌、肺癌、肠癌、肝癌、心脏病
等多种重大疾病实施救助，截
至目前救助 500余人，救助金
额 200余万元。2016年，医院
承担了本市白内障免费复明项
目，为475人送去光明。

院长郝义彬说：“我们一
直在竭尽所能创造最好的环
境，提供最好的就医条件和服
务，国家卫计委提出‘进一步
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不
是空话和套话，它的出发点和
最终落脚点都是改善患者看
病就医的感受，这也使得我们
有了更高的目标：全面提升服
务品质，铸就新的百年形象，
成就永续发展。”

发展不忘社会责任 爱心+慈善打造温暖郑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