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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是 一 种 生 活 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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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医附院设置独立全科医学科，大力培养全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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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确定方向
疑难病症多学科会诊

全科医学又称家庭医学，
是一门整合临床医学、预防医
学、康复医学以及社会行为科
学相关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
临床二级学科，整合了内科、外
科、妇科、儿科等各种医疗学科
知识，在治疗中以人的“整体
观”理解患者的健康需求，从

“全面的人”出发考虑患者的综
合治疗。

日前，周女士莫名地出现
胸闷、憋喘的症状，还伴有吞咽
困难、进食不顺畅，头部、双手
不自主抖动、耳鸣等，在当地医
院治疗后病情忽好忽坏，生活
也不能自理。济医附院心内科
医生问诊后认为单纯心脏问
题不能解释患者出现的多系
统问题，建议就诊于全科医学
科。患者入院后经过全科医学
科专家细致问诊及相关辅助
检查，其他科室会诊等综合考
虑，最后诊断“混合性结缔组织

病”，给予积极治疗后患者逐渐
能进食了，双下肢逐渐能活动，
且能下地。目前随访半年多，患
者状态逐渐好转。

“ 就 拿 呼 吸 困 难 来 说
吧，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
疾病、血液系统疾病以及中
毒都可能造成这种症状，如
果不好分诊的话，可以先到
全科医学科就诊，科室可以
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检查，确
定是哪方面的疾病。”济医
附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刘
雷介绍，如果全科医学科患
者出现多病共存的疑难杂
症时，科室可以请相关专业
科室会诊，多学科会诊或者
远程会诊等，必要时转到相
关专业科室进一步治疗。

据了解，医院于2014年10
月成立了全科医疗科，2017年7
月单独成立了全科医学科，包
括门诊和病房两部分，病房开
设床位16张。由心血管内科、肾
脏内科、全科及内分泌科等各
专科，对各类内科患者进行诊
断。

助力“健康中国”
不断培养全科人才

济医附院在做好全科
医疗工作的同时，也肩负起
了培养高质量全科医师及
推进分级诊疗的重任，医院
全科医学科医生始终时刻
牢记自己的带教使命及培
养目标- -为基层培养具有
高尚职业道德和良好专业
素质，掌握全科专业知识和
技能，能在基层独立开展工
作，向个人、家庭与社区提
供综合性、协调性、连续性
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合

格全科医生。在完成医疗服
务工作的同时，他们开展了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特
色教育，为基层医疗事业培
养和储备了一大批全科医
学人才。

“作为国家级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基地，科室全力
做好全科医学科专业基础建
设与临床培训，将如何培养
一批下得去留得住为患者服
务好的全科医生作为科室的
课题和任务。”刘雷介绍，科
室在开展全科医师规培的36
个月中，安排住院医师30个
月在医院临床科室中轮转，
剩余6个月时间安排到基层

医院轮转，在具体培训中，科
室采取分层教学方案，第一
年是学员知识和技能的巩固
提升，第二年培养逐步达到
独立诊治的目的，第三年培
养目标要具备独立诊治能力
的同时，还有一定的组织领
导能力，同时可以带教新的
一批全科医师。

截止到目前，共有18位学
员顺利通过结业考核，开始在
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从事全科
医疗，医院也在为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培养大批知识全面、经
验丰富、素质高的全科人才，
为“健康中国”事业贡献着自
己的一份力量。

随着医学事业的发展，临床医学分科也越来越细，为满足
各类患者的治疗需求，济医附院开设了全科医学科，由心血管
内科、肾脏内科、全科及内分泌科等各专科医生组成，在做好全
科医疗工作的同时，也肩负起了培养高质量全科医师及推进分
级诊疗的重任，不断充实着基层医疗服务。

本报记者 唐首政
通讯员 张勇 谭明甫

本报济宁9月11日讯 (记
者 唐首政 通讯员 张
勇) “脸上扎东西了，快来，
医 生 快 来 救 救 我 的 孩
子……”6日凌晨，家长抱着2
岁的多多(化名)急急忙忙跑
到济医附院口腔科就诊，医
生在多多脸上取出了一根长
约2 . 5厘米的钉子，孩子最终
化险为夷。

原来，前一天傍晚多多
在家玩时不慎摔倒，家长发
现有异物扎入了孩子左脸，
仔细查看后发现异物全部扎
进脸中，加之受伤后左脸肿
了起来，一时竟无法判断是
什么东西，便赶忙带着孩子
到当地医院就诊，辗转多家
医院均表示无法诊治，心急
如焚的家长一直沿途问诊，
直到凌晨时分来到了济医附
院。

正在值班的口腔外科
主任医师董希银接到了科
主任魏明勇的电话，说有个

孩子脸上扎了异物，将基本
情况告知后，安排立即做好
抢救准备。“当时患者脸肿
的厉害，看不出是哪受伤，
家属太过紧张，也表达不清
楚，我们赶忙带患者拍了片
子，是一根约 2 . 5厘米的钉
子，具体位置也确定了。”董
希银说。

在安抚了孩子和家长的
情绪后，董希银和另一值班
医生立即制定了两种解决方
案，钉子能够原路出来，这样
创伤最小，如果不能，那就要
立即手术。根据钉子朝向，以
及多年的经验，董希银和值
班医生很快找到了面部创
口，如抽丝剥茧小心翼翼地
用医用镊子、钳子一点点向
外剥离，经过20分钟的持续
救治，一根装修用的钉子被
顺利取出。经过后续治疗，孩
子在家人的陪护下安全离开
医院。

董希银提醒，家有孩子
的家长应将缝衣针、筷子以
及类似于刀具、钉子等尖锐
物品放置到安全地方，照看
孩子时更要多加注意，避免
不必要的危险。

一、医院文书管理的特
点

1 .内容上有专业性。医
院以医疗工作为主体，由此
产生和形成的文书档案，内
容无疑带有很强的专业性。

2 .管理上有综合性。统
管了诸如人事、财务、医务、
总务、设备以及党务等各种
载体材料。

3 .保管上有保密性。相
对保密性强，开放程度不高，
主要利用者大多数时候局限
于本院的工作人员。

二、现阶段医院文书管
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1 .收集分类不规范。现
在医院大多没有采取合理的
分类方法，多数没有专用档
案室，资料霉变、虫蛀、装订
不规范、查找困难和丢失等
现象时有发生。

2 .设施人员层次低。经
费投入低，设备设施陈旧，信
息化程度低；管理人员专业
素质、理论水平参差不齐，远

不能满足现代医院的发展需
求。

3 .管理制度不完善。档
案管理相关制度不健全，标
准及流程不规范，考核措施
不具体，未形成规范的管理
体系。

三、加强医院文书档案
规范化管理的探讨

1 .加大宣传力度。大力
宣传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重
要性，通过橱窗、展板、培训、
讲座等形式，普及基础知识、
基本内容、基本用途，消除职
工和公众对文书档案管理工
作的认识误区，使从业者获
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2 .建立两个意识。一是
服务意识，管理人员要利用
多种渠道开发资源，保证能
为医院的临床工作、科研工
作提供有效依据；二是创新
意识，相关人员要通过对文
书档案加工、统计、分析等工
作的创新，促进档案资源的
全方位利用。

3 .完善相关制度。以“管
理规范、齐全整洁、实用高
效”为目标，建立健全相关制
度，制定实施标准流程，提高
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益；
以“内容针对、考评结合、绩
效牵引”为原则，对档案工作
人员进行科学规范、严格考
核，促进文书档案管理工作
的高效实施。

4 .强化人员培训。构建
相关培训体系，提供学习深
化平台，在夯实计算机技术、
法律法规知识等基础业务
上，实现档案管理人员自身
业务和服务意识的双提高，
以满足日益提高的从业标
准。

5 .加大资金投入。通过
较大的资金投入和一段时间
的持续改进，更新关键设备，
改善保存条件，增加监控设
施，引入网络手段，以先进的
硬件设施来保障工作效率的
提高，最终实现管理质量提
升。

浅浅谈谈医医院院文文书书档档案案管管理理工工作作
作者：济宁市传染病医院人力资源部 田丽

【摘 要】本文介绍了医院文书管理的特点，分析了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的
针对性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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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脸上扎入钉，位置难确定
济医附院医生20分钟“原路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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