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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思想指引战略
打造高质量心理精神疾病诊疗中心
◎本报全媒体记者 孟祥
通讯员 谈建荣 杨慧

以专科特色为导向，
实施“差异化”战略
为患者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

思想是一切行动的先导。只有思
想解放了，思路才能开阔，医院的发
展才能契合新时代脉搏，奏响医疗高
质量发展的最强音。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 “健康中
国”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要
从生命全周期的战略高度，发展健康
事业。习总书记十九大后首次地方视
察来到徐州，对发展什么样的徐州给
出了高瞻远瞩的指引，这既契合了新
时代要求，也对徐州的发展提出了新
希望。省委书记娄勤俭从 “三站三
看”角度解析徐州、定位徐州、发展
徐州，要以思想上的“破冰”带来行
动上的“突围”。
站在新的起点之上，高质量建设
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医疗高地建设
将聚集更多发展要素，进一步放大徐
州的城市影响力与辐射力，为区域百
姓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徐州市东
方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刘加彬表示，作
为一家以诊疗心理精神疾病为主的
三级甲等专科医院，也必将以思想大
解放为契机，提高站位，全面发展医
教研防等核心业务，持续提升医疗质
量，
致力于将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打
造成全国有重要影响、江苏一流的心
理精神疾病的诊疗中心。

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作为江北唯
一一家三级甲等精神病专科医院，近
年来一直以心理、精神、物质依赖（戒
酒）、睡眠障碍为专科特色，以医教研
防四位一体，全面打造 “名医名科名
院”工程，按照“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人优我特”的差异化战略发展理念，引
进和研究针对专科疾病的医疗技术，
引进和培养医疗专科人才，取得了一
个又一个的骄人成绩。
医院普通精神科被评为省重点专
科，心理科、精神科护理、老年精神科、

中医神志病科被评为市级重点专科。
年门诊量 10 万余人次，出院病人 1 万
余名，在全国精神类专科医院排名前
40 余位。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已较好
实现了心理精神专科集群和专科人才
集聚，
巩固了区域的专科优势。

以质量持续改进为永恒动力，
赢得患者信任
持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医疗质量是医疗机构永恒的追求。
从管理上说，
质量包含符合标准、
适合患
者需要、
患者满意、
追求卓越四个层次。鉴
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
医疗事故或医疗差
错发生率 <1-5%，
虽然偏低，
但到具体患
者身上，
就是 100%，
即 1-5%=100%。人

的生命仅有一次，
医疗服务又是治病救人
的工作，
所以来不得半点马虎。
在医疗质量面前，怎么小心都不
为过。刘加彬表示，近年来，医院采用
“PDCA 循环”管理工具，使医院管理
质量得到全面提升，不断从医疗质量、

护理质量，拓展到全面质量管理，使得
医疗服务质量提高到较好水平，
医疗差
错率控制在较低水平，
以高质量的医疗
服务赢得患者的尊重和信任，
医院的各
项工作都在患者间口口相传，
也不断提
升了医院的忠诚度和美誉度。

以同理心为指导，
与患者共情
不断提高患者满意度
同理心，即站在患者的角度和立
场考虑问题，
与患者共同思考。刘加彬
表示，只有与患者共同思考，才能与患
者共情，让患者对医院充满信任。市东
方人民医院作为一所专科医院，始终
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以同理心
体贴患者。围绕患者的实际需求，医院
从患者的就医、护理、生活、交通等方
面处处为患者考虑，既了解其“病”，
又尊重其“人”。给患者多一份温情和
温暖的同时，也给患者家属多一份关
心和希望。
“医从德为先，
爱以心为源。”—
——

作为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的院训，这一
理念既深深融入每一个东方人的血液
中，也实际映射到东方人的每一个行动
上。哪里有需要，
哪里就有党员医护工作
者的身影。在护理工作中，
由于特殊病人
需要约束，医院的护理团队采取换位思
考，
亲自体验被束缚的状态，
从中了解患
者的心理状况，从而采取更加贴合患者
需求的约束，
定期为病人洗澡、
理发；
结
合患者特点，后勤人员为患者准备无骨
头、
无鱼刺的肉食，
保障每位患者的饮食
安全；医院全体党员为特殊病人捐款捐
物，
为长期无陪护病人过生日……这样

的细节服务，在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还
有很多很多。付出总有回报，
医院连续多
年来在第三方患者满意度调查中被评为
“特别满意”序列，
深受患者好评。
生命与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没有高质量的
医疗服务也难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刘加彬表示，
以新时代新思想
为指引，东方医院人将秉承为病人提
供优质医疗服务的核心理念，以脚踏
实地的奋斗与行动，不断开启和创造
事业里程的新篇章，为打造淮海经济
区医疗高地作出应有的贡献。

江苏省“十大医德标兵”孟箭系列报道之二

信念如炬，
他把无限热情倾注到医学事业
◎本报全媒体记者 孟祥 通讯员 谈建荣 孙海芹

首个“中国医师节”前夕，徐州市中心医院口腔科主任孟箭荣
膺江苏省“十大医德标兵”称号，他也是我市唯一一位荣获此项殊
荣的医务工作者。
“孟主任的心都扑在工作上。”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拼命
三郎”，
满脑子装的都是工作。孟箭主任有多拼有多忙？来看看他最
近的一段行程。
8月 17 日，他在南京接受省卫计委表彰，8 月 18 日是个周
六，上午接受市领导医师节慰问，下午他又马不停蹄地召开会议，
紧锣密鼓地为全国口腔大会做着准备。8 月 19 日，
医师节，本该属
于他的节日，他还在忙。上午在国家继续教育学习班上课，中午家
里人电话打来，他才知道一场大雨家里被淹了，地下室已经被泡了
一天一夜……
“虽然他平时言语不多，但他是一个把别人放在心里的人。”
在旁人眼中，
“不顾家” 的他却把科室的事都记得清清楚楚，
临床、科研、教学、医学援助……桩桩件件都倾注着他对事业的热
情与心血，他是老师也是兄长更是朋友，为每个学生量身打造亚专
业方向，细致入微地关心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早在 11 年前，
国内口腔学泰斗邱蔚六院士就曾这样评价孟箭
和他的口腔团队：
“徐州市中心医院口腔科已经具备了非常雄厚的
实力，
希望这里发展成为苏北的口腔医学中心。”
就是这样的他，担任口腔科主任 17 年来，孟箭带领着这支年
轻的“梦之队”屡创“第一”的佳绩——
—
第一个省重点口腔科，省内唯一一家口腔三类医疗技术粒子
近距离治疗口腔癌的准入科室、卫生厅首批二类技术复杂种植牙、
颌骨截骨和骨肌皮瓣移植技术准入科室、国家级规培基地中省内
唯一综合口腔科拥有七个专业的科室……

“感谢当年拼搏的自己”
当时间的指针倒回到 17 年前，彼
时 30 岁出头的孟箭刚刚从上海第二医
大附属九院进修归来，出任口腔科主任。
在 3 年的研究生学习中，他不仅出色地
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极大提
升了技术水平，而且结识了众多国内外
知名专家，为日后市中心医院口腔科的
跨越式发展架起了崭新桥梁。
2001年，
从上海九院回到徐州市中心
医院的孟箭带回了许多国际上的新技
术，看文献、写文章、搞科研、做会诊……
凡事都亲力亲为的他一边自己干，一边
手把手地教科里人。在上海师从国内
顶尖口腔医学专家的孟箭深知，只有
不断掌握国内外先进的新技术、新业
务，才能带领团队不断成长，帮助患者
寻找更优的治疗方案，最终取得最佳

的治疗效果。
他太忙了，太累了，也太拼了……
一年多的高负荷运转下，他累倒了，生
了一场大病。但即使在病房里，他心里
装的还是工作，依然每天几个电话询问
病人、病房、门诊的情况。通过大量的临
床实践，他将发展的重心逐渐倾注于血
管瘤和口腔头颈部恶性肿瘤治疗等领
域，并在国内较早开展分子靶向治疗和
超声热疗技术，并凭借此项技术荣膺我
国医学领域的 最 高 奖 项——
—“ 中 华 医
学科技奖”。
“感谢当年拼搏的自己，都是团队
努力的成果。”提到这些闪亮的成绩，
孟主任总是很谦和。其实大家都知
道，为了不影响手术，每天早晨 7 点他
总是第一个到科里，看书、查房，他总

是无私地把先进的医学理念和技术
传递给他的团队，主动挖掘每个人
的闪光点，让大家都有机会与北京、
上海大专家经常交流，接触到口腔
医学界最前沿的信息，帮助年轻医
生快速成长。每双周周二下午，科里
会组织全科教研学习，每周三还有
疑难病例讨论。孟箭主任还特别重
视学生的带教工作，虽然没有院里
规定，但他要求对本科生的教学也
采取导师制，并由科室对教师进行
考核，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徐州市中
心医院口腔科获得潍坊医学院教学

先进科室称号。
学习氛围浓郁，友好团结融洽，每
次医院竞聘，口腔科总是报名比例最
高的科室之一。无论是检查、
评审还是
筹备会议，只要孟主任轻轻交待一句，
每个人都会各司其职，努力把自己分
内的事做好。在他的影响带动下，
口腔
科形成了一支技术高超、向心力极强
的医疗团队，科室 20 人中有 4 人跻身
省 333 工程培养对象，2 人成为青年
拔尖人才培养对象，1 人获省青年人
才，1 人获市重点青年人才，跻身为省
内一流的口腔医学“梦之队”。

“做医生，
要活到老学到老”
作为口腔科大科室主任，孟箭的
感激。”韩琨说，受到主任的影响，自
早晨是从忙碌开始的。
己也要学习他的精神，尊重老师，尊重
清晨到医院，孟主任的第一件事 知识。
就是看书，7 点准时到病房查房。虽
每当科室人员遇到问题时，孟主
然院里对主任要求是每周 1 次查
任总是随叫随到。有一次值夜班，
冬天
房，但孟箭每周三至周六都会出现
雨夜凌晨 3 点多，医院急诊送来一位
在病房，而且是坚持早晚大查房。8 年轻的车祸患者，颅脑加颌骨外伤，他
点开始门诊，平均有七八十人，最多
凌晨 3 点赶来参与方案讨论。“口腔
时一天要看诊上百人。不是在门诊， 是个‘面子’工作，要考虑病人的生活
就是在去病房、手术室的路上，他把
质量，每个软组织都要考虑到。”“看
每 一 天 的 工 作 都 安 排 得 井 井 有 条 ， 到主任赶来，我们就像吃了一颗‘定
对待手术中的每个细节都严谨而细
心丸’。”就这样，他一直忙到四五点
致，甚至病人的化验单他都会亲自
钟。早晨 7 点，
他又准时出现在病房开
过问。他总对科里人说：
“做医生，要
始查房。
活到老学到老。做手术，要心里敞
在生活上，孟箭设身处地地关心
亮，谨小慎微。”
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患者，
还是
在临床上，孟箭特别注重治疗和
同事学生，遇到困难他总是耐心地开
质量安全。他常说，不但要做会开刀
导他人。“我们就像亲姐弟。”谈及往
的医生，还要做麻醉医生。他每天都
事，口腔科门诊部护士长唐静有些哽
会几次去 ICU 查房，指导 ICU 医护
咽，1999 年她生了一场大病，彼时在
避免口腔并发症，要求每一位医生对
沪进修的孟箭亲自联系她来上海看
麻醉都要掌握，病人做麻醉时要全程
病，手术前她心里没底，孟箭就带着爱
跟着。他总说，多掌握一些，你心里才
人和岳父母专程来看望她，为她打气。
会更有底。
“孟主任家风好，对病人好，对同事也
对他的学生和科里的年轻人，孟
好，
为人非常厚道。”
箭倾注了大量心血。“研究生三年，
孟
在采访中，给记者印象最深的是
主任是我的师长，在学习生活上对我
孟箭主任身上散发的人格魅力，对待
帮助很大，
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孟
事业严谨认真，对待患者一视同仁，对
箭主任的学生韩琨说，刚上临床没多
待他人真诚友善。荣誉面前，
他总是那
久，由于对临床不熟悉，自己的论文写
么谦和低调，强调团队的努力，但大家
得逻辑很混乱。孟主任耐心地从这个 都知道他付出的心血最多。在他的带
手术是什么、如何用药、如何护理、有 领下，徐州市中心医院口腔科团队如
哪些并发症等从头到尾给她讲了一 今在口腔这个“小道场”作出了大成
遍。就这样反复数次，
前前后后修改了 绩。正是由于他在学术上的前瞻性，临
1 个多月，孟主任每次都是用心修改， 床上的严谨性，教学上的高度重视，才
后来这篇论文登在业界权威刊物《中 将国内外最顶尖的口腔医学技术引入
华口腔》上。
“孟主任还会经常提起他 徐州，将口腔科的整体发展带到一个
的老师，每次提及总是充满了尊重与 崭新的高度。

两节前夕 市一院领导看望慰问
该院援非医疗队员家属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孟祥
通讯员 刘杨）中秋、国庆前
夕，市一院院长杜钟祥、党委书
记陆仁平、副院长鄂云翔、赵
亮、纪委书记毕荣带领部分职
能科室负责人看望慰问该院 8
名援非医疗队员的家属，详细
了解家属目前的工作生活情
况，并向理解、支持援非队员的
家属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
敬意。援非家属对院领导的关
怀表示衷心感谢，并表态一定
会照顾好家庭，认真工作，让援
非队员们在国外安心工作，圆

满完成医疗援助任务。
杜钟祥院长说，市一院援
桑给巴尔的 8 名医疗队员，不
畏艰辛，担负着国家使命，舍
家 报 国 ，传 承 敬 业 ，践 行 对 生
命守护的承诺，诠释“不畏艰
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
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为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
同体作出了无私贡献。每逢佳
节倍思亲，衷心祝愿队员们工
作愉快，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在桑给巴尔度过一个难忘的
节日。

市口腔医院
关注口腔健康，我们一直在路上
倡导养成正确的卫生习惯。
此次第 30 个爱牙日义诊
活动得到了院内各个科室的大
力支持，参与义诊的专家团队
由来自口腔正畸科、儿童口腔
科、口腔颌面外科、牙周黏膜病
科、口腔修复科、牙体牙髓科、
口腔种植科等科室的 7 位专家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孟祥 组成，他们一丝不苟的工作态
通讯员 葛飞）9 月 20 日是第 度 受 到 了 现 场 市 民 的 高 度 好
30 个“全国爱牙日”，
为进一步
评。除现场的专家义诊外，
市口
普及口腔保健知识，预防和减 腔医院还在爱牙日当天推出了
少口腔疾病的发生，上午 9 点， 一系列的优惠活动。
徐州市口腔医院在门诊大楼外
在活动现场，市口腔医院
举行“口腔健康 全身健康”爱 王鹏来院长表示，尽管 “爱牙
牙日爱心义诊活动。
日”一年只有一次，但“爱牙”
活动一开始，
义诊台前就围 是一门必修课。口腔健康与全
满了前来咨询问诊的市民。专家 身健康关系密切，口腔疾病不
们耐心地接待每一位前来咨询 仅影响口腔咀嚼、发音等生理
的市民，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大 功能，还与脑卒中、心脏病、糖
家讲解口腔疾病防治知识和注 尿病、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疾
意事项，
特别强调了口腔健康与 病有着密切关系。关注市民的
全身健康的密切关系，
并对不正 口腔健康，改善市民口腔健康
确的洁牙护齿方式进行了纠正， 状况，
我们会一直在路上。

远离传染病 助力健康行

徐州市护理学会举行全国科普日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孟祥
通讯员 张翠翠）为提高公众对
医学的认知，掌握规范的急救
技能，
9 月 18 日至 19 日，市传
染病医院走进学校、社区、养老

院，通过讲座、视频、现场示范
等形式开展“远离传染病 助力
健康行”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
宣传肺结核、艾滋病、狂犬病、
水痘、麻疹等疾病的预防、识别
及自我防护方面的知识。
通过此次科普宣传活动，
提升了市民对传染病的科学防
护意识，基本掌握了规范的急
救技能，从而达到控制传染源、
降低传染病的发病率的活动初
衷，进一步提升了市民的健康
水平和综合素养。

市卫生监督所
参加全省卫生执法监督骨干培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孟祥
通讯员 吴琼）为加强全省卫生
执法监督队伍建设，
提高执法人
员综合素质与业务水平，
更好地
履行法定职责，
省卫生监督所于
9 月 11 日至 12 日在南京举办
了 2018 年全省卫生执法监督
骨干培训班，
省卫生监督所副所
长周群霞、
稽查处处长李锡玲出
席本次培训班，
并邀请了江苏博
士达律师事务所周连勇律师就
行政执法风险防控这一主题进
行授课，
全省各市卫生监督所稽
查科负责人及执法业务骨干共
100 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周群霞副所长在开班动员
会上作了讲话。强调了举办此
次培训班的目的及意义，指出
在当前机构、职能面临调整，卫
生监督执法问责风险加大的背
景下卫生监督工作面临的严峻
形势，希望卫生监督工作能够
通过主动作为凸显地位。随着
卫生监督执法问责风险的提
高，也对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
精细、规范化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周所长要求广大监督员在
卫生监督执法过程中应注意精
细化与规范化相结合，加强多
元化学习，业务骨干要起到榜
样的作用，多思考、多学习、多
总结，不断提高卫生监督执法
能力和业务水平。

本次培训主要由我省获评
国家卫生监督典型案例的案件
承办人员对获奖案例进行讲解，
交流案件办理过程中的心得体
会，
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将办案
过程中的关键点、
难点一一呈现
出来，
内容具体，
可操作性强，
对
同类案件的办理起到了很好的
示范效果。李锡玲处长对每一个
案例从事实认定、法律适用、
处
罚幅度的裁量都进行了细致的
点评，
并对交流讨论过程中大家
争议较大的疑难问题进行了解
答。案例讲评结束后，
由省所稽
查处的张清同志对去年全省卫
生行政处罚案卷质量互查的情
况进行了通报。
此次培训从实际工作角度
出发，讲评的案例都是卫生监
督日常办案过程中的常见案
例，对实际执法工作有很强的
指引性，
非常具有参考价值。使
得参加培训的卫生监督员的执
法水平和业务能力得到进一步
提升，同时也看到我市卫生监
督执法工作与兄弟单位间的差
距所在和自身存在的种种不
足。下一步徐州市卫生监督所
将立足本所实际，夯实基础办
案能力，杜绝案卷中的低级错
误，从把好案卷质量关入手，实
现卫生监督执法向精细化、规
范化的轨道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