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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群众的笑脸是扶贫路上最好的风景
聊城市人民医院大力开展健康扶贫纪实

拓宽脱贫攻坚新思路

开启健康扶贫工作新进程

今年7月13日，聊城市卫健委与市扶贫
办联合举办的全市“扶贫产品进医院”现场
签约仪式在聊城市人民医院举办，医院分
别与聊城市部分扶贫产品经营单位签订了
购销协议，拉开了“扶贫产品进医院”工作
的序幕。

聊城市人民医院与凤祥食品有限公
司、晨曦雨露(聊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聊
城市消费扶贫电商平台签订协议。消费扶
贫是社会各界通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
困人口的产品与服务，以全社会的消费需
求来拉动贫困地区的生产能力，为贫困地
区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市场和销路，帮助贫
困人口增收脱贫，是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
坚的重要途径。扶贫产品既有蔬菜水果、面
粉、食用油等食品，也有压缩毛巾、手工皂
等生活用品，此项活动的开展不仅将有助
于贫困户增收，提升扶贫产品的知名度，营
造了“人人参与消费扶贫，人人支持消费扶
贫，人人宣传消费扶贫”的浓厚氛围。

通过“扶贫产品”进医院活动，医院将
全面开启健康扶贫工作新进程，拓宽脱贫
攻坚新思路，为聊城市赢得脱贫攻坚战的
全面胜利贡献力量!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一脱贫路上的
‘拦路虎’”，这个必须解决好的问题，是聊
城市人民医院全体职工最想要去解决的。
近年来，聊城市人民医院始终把扶贫工作
放在医院工作的重要位置，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市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按
照《聊城市推进深度贫困地区健康扶贫实
施方案》等文件要求，承担社会责任，履行
扶贫义务。自开展健康扶贫工作以来，医院
严格执行贫困人口住院零押金的“先诊疗
后付费”服务模式，设立了扶贫门诊，实行
了贫困人口门诊“两免两减半”的优惠规
定，实现了“一站式”直补、城乡居民二次补
偿等方式。2019年，医院全面实施药品与医
用耗材零加成，降低了磁共振等52项检查
项目的服务价格;全年免费开展贫困家庭白
内障患者复明手术、“微笑列车”唇腭裂修
复手术、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青海玉树孤儿先心病救治等581例;为
521名贫困癌症晚期患者提供了宁养服务;
开展“社会健康工程“健康大课堂”等社会
公益活动67次。

近期，医院对聊城市卫生健康委、聊城
市扶贫办核实确定后的贫困患者，专门出
台了“精准减免、靶向治疗”的方案，切实防
止贫困患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近两年
来，聊城市人民医院共服务聊城市贫困人
口13306人次，为健康扶贫患者减免门诊费
用36 . 2万余元，住院费用95万余元，合计减
免131万余元。

建医联体打造就医新模式

基层患者享优质医疗服务

真正让医疗资源下沉，需要做的是让
患者“转得下去”。落实双向转诊制度，重点
是畅通向下转诊通道，让患者愿意去基层
医疗机构就诊，首先要做的就是提升基层
医疗机构的技术水平，能够给患者提供与
三甲医院同质化的医疗服务，让患者在家
门口就看得好病。

医联体的建设，缩短了患者和医院的
距离，患者无论是在看病花费方面还是所
需时间方面都越来越少，这也是解决贫困
群众“看病难”的有力武器。

如何带动区域内医疗水平整体提升，
共享医疗资源，为医联体内各医疗机构提供
同质化、一体化服务，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
长的医疗健康服务需求，是全体“聊医人”一
直在思考的问题。近年来，聊城市人民医院
积极响应国家分级诊疗号召，扎实推进医联
体建设，努力打造群众就医新模式。

5月16日上午，根据聊城市委、市政府
决策部署，“聊城市人民医院东昌府院区”
签约揭牌仪式在东昌府人民医院举办，这
标志着聊城市人民医院正式托管东昌府人
民医院。

聊城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马胜军说，

近年来，根据国家分级诊疗的医改政策，聊
城市人民医院承担起区域带动、共同发展
的职责担当，已陆续建立了十余家紧密型
医联体，选派了200余名中高级医生在基层
医院工作，提升了基层医院的服务能力，一
定程度上解决了百姓看病贵、住院难的问
题。真正意义上让百姓以二级医院的花费，
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专家技术和医疗护理服
务，增加群众就医获得感。

远离聊城市区55公里外的莘县第二人
民医院，也与聊城市人民医院建立起紧密
型医联体合作关系，携手同行，共同造福一
方百姓。

“作为患者家属，由衷感谢你们！让我
们看病不再远、不再难。”5月2日，聊城市人
民医院多位神经内科专家来到医联体单位
莘县第二人民医院，为当地患者马大娘顺
利开展了全脑血管造影术，术后患者恢复
顺利，患者的儿子张先生送去了一封感谢
信，向两家医院的医护人员表达感激之情。

莘县第二人民医院成功开展第一例全
脑血管造影术，对于莘县二院神经内科的发
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也象征着莘县
二院神经内科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从今往后，莘县二院就可以独立开展全脑血
管造影术，造福基层脑血管疾病群众，这一
切，得益于聊城市人民医院医联体的建立。

近年来，聊城市人民医院按照国家和
省市相关要求，稳步推进医联体建设工作，
先后与莘县第二人民医院等10家医疗机构
签订了医联体协议，包括：冠县人民医院、
茌平区人民医院、莘县第二人民医院、莘县
第三人民医院、冠县辛集镇中心卫生院、莘
县俎店镇中心卫生院、阳谷县第三人民医
院、茌平区第三人民医院、高新区顾官屯乡
镇卫生院、聊城市政府机关门诊部等基层
医疗机构进行了密切合作。

大院担当，将公益事业坚持到底。聊城
市人民医院作为区域医疗中心，为区域内
群众提供好的医疗保障，解决好贫困人口
健康问题，巩固好健康扶贫成果，是全体

“聊医人”共同的责任和担当。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播种大爱，春华

秋实。2019年，聊城市人民医院全年累计减
免患者医疗费用922 . 95万元。其中，贫困白
内障患者复明项目，实施手术443例(每例
0 . 35万)，减免费用155 . 05万元；成功开展先
天性心脏病手术70例，减免费用254 . 7万元；

为188名贫困病人进行肾透析补助救治，减
免费用87 . 98万元；为521名贫困癌症晚期患
者提供宁养服务，免费发放镇痛药物价值
112 . 4万余元。

对口帮扶全力助推脱贫攻坚

跨越千里托起群众“健康梦”

“这里的叔叔阿姨(是)非常好的医生，
世界上最好的医生，我从心底感谢你
们……”“感谢你们的慷慨解囊和无私帮
助，我想对帮助过我的叔叔阿姨们说一声
谢谢……。”这两封感谢信来自青海的两名
孤儿，为了感谢聊城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
为他们“补心”，两名孤儿写下了感谢信，并
绘画感谢医护人员。两封信的作者是青海
玉树县八一孤儿学校的两名孤儿，大的今
年13岁，小的才只有9岁。

聊城市人民医院一直对青海进行着对
口帮扶。聊城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马胜军
带队到青海慰问援青医生期间，在玉树八
一孤儿学校为孩子们进行免费查体，发现
这两名孤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由于当地
的医疗条件有限，两名孩子的病情一直拖
着，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孩子抵抗力低，
很容易感冒，不能做剧烈运动。”马胜军了
解到孩子的情况后，决心为孩子把病看好，
让他们和正常的孩子一样健康成长。从山
东聊城到青海玉树，路程有两千公里左右，
两名孤儿第一次远离家乡，经过聊城市人
民医院的精心安排，他们俩住进了聊城市
人民医院心外科病房。医院为照顾孩子们
的饮食起居，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对孩子们
的生活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医院心外
科成立了专家组，进行了多学科会诊，制定
出最佳手术方案。

经过几天的相处，两名孤儿和医务人
员熟悉起来，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面对医
务人员送来的书包、文具、衣服和玩具，两
个小家伙不断感谢。为了缓解他们俩手术
前紧张的心情，医务人员一直陪伴两个孩
子。在聊城市人民医院心外科专家团队的
努力下，手术非常顺利，这意味着两个孩子
的病情已经治愈，今后可以像正常的孩子
一样学习生活。“感谢你们的无私帮助，这
里的叔叔阿姨(是)非常好的医生，世界上最
好的医生，给我的帮助，我却无以为报，向
他们说一声谢谢。”面对医务人员亲情般的

呵护，在病房里，两个小家伙各自用画笔画
了一幅画，并在上面写下了感谢信。

“孩子们，希望你们回玉树后，开心快
乐，感恩家人，尊敬师长，好好学习，长大为
祖国贡献力量。”聊城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马胜军在欢送会上拉着两个孩子手说，聊
城市人民医院也是两个孩子的家，希望他
们常回家看看。返程路上，两名孤儿依依不
舍，和医护人员一一道别。

精准扶贫点燃生活希望之火

群众满意是最好的“民生答卷”

2020年4月30日，聊城市人民医院关节
外科免费为一位贫困家庭的强直性脊柱炎
患者实施“双侧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手术”，
经过4个多小时的手术，患者目前恢复状况
良好，已能半卧，双侧曲髋活动可达60度。

39岁的杨先生是聊城市茌平区贾寨乡
村民，21年前，腰部疼痛，10余年前，双髋关
节疼痛不适，伴活动受限，双踝部皮肤出现
溃疡，生活不能自理。期间在一家医院行股
骨头减压及松解手术治疗，后双踝部皮肤
出现溃疡，经上级医院行植皮手术后，勉强
解决了髋关节活动受限问题。今年4月20日
到茌平区人民医院复诊，经医院检查后，诊
断为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并伴有强直
性脊柱炎(双髋、双膝、双踝关节强直)、双
踝、足皮肤溃疡。

聊城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
大伟是关节外科的学科带头人，他仔细看过
茌平区人民医院从网络传来的患者各项检
查报告后，制定了初步的治疗方案。但是，患
者杨先生所患的强直性脊柱炎累及多个关
节，加之其长期卧床导致骨质严重疏松，手
术难度非常大。于是，聊城市人民医院关节
外科成立了以王大伟为组长的治疗小组，专
家们经过讨论，制定了一套手术方案，计划
将双侧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列为手术方式，
并准备了术中所需的骨折复位固定工具以
及自体血回输。经过对手术方案的论证和评
估，治疗小组完善了手术方案。

因杨先生行动不便，转院也存在一定
问题，王大伟决定带领关节外科专家团队
和手术所需的设备、耗材到茌平区人民医
院为其进行手术。为了确保手术顺利，王大
伟提前两天安排治疗小组人员去茌平区人
民医院了解患者体征以及当地手术室的情
况，并告知患者家属手术注意事项。

患者是扶贫对象，家中只有一位年迈
的老母亲，日常起居全靠老母亲照顾，二人
无任何经济来源，多年来一直依靠政府接
济维持基本生活保障。经过严格的审核评
估，患者符合国家“春立阳光计划”贫困救
助对象的标准，于是王大伟决定，聊城市人
民医院免费为患者实施关节置换手术。

王大伟带领关节外科团队来到茌平区
人民医院，患者由于长期的病痛，导致双下
肢六个关节有强直的症状，同时，髋关节、
膝关节、踝关节均无法活动。本来，强直性
脊柱炎患者做全髋关节置换手术难度就很
大，而患者杨先生双侧髋关节均是强直状
态，且身体畸形会导致定位关节角度十分
困难，十分容易出血，影响手术视野。这就
需要主刀医生具有丰富的髋关节置换经
验，对麻醉和术前准备的要求也与普通关
节置换术不同，稍不注意就会导致并发症，
影响手术操作，这就需要医生、麻醉师和护
士相互配合才能够完成。

术中，王大伟团队密切关注患者情况，患
者关节囊内黏连严重，关节间隙消失，右髋关
节强直，无法脱位，只能先行初步截骨锯断股
骨颈……做手术时，专家组根据患者的具体
情况，不断调整手术方案，在他们心中有一个
信念，“要尽最大努力把创口调整到最小，使
患者能够更快康复”。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4
个多小时的手术，患者从麻醉中醒来，手术十
分顺利，患者目前恢复状况良好。

扶贫路上始终有聊医人的身影，也有
聊医人的暖心和付出，扶贫路上最好的风
景莫过于群众的笑脸，群众满意就是最好
的“民生答卷”。决胜之年，聊城市人民医院
将继续做好健康扶贫工作，把群众的利益
和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全力解决广大群
众最关心的看病问题，也为全市的贫困患
者撑起一片健康的蓝天。

本报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赵宗涛

“集医院之力量，绝不让一位患者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是聊城市人
民医院党委在年初发出的打赢脱贫攻坚决胜之战的口号，作为省级区域医疗中
心、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近年来，聊城市人民医院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多措并举
推动健康扶贫，把惠民利民政策落到实处，按照“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
服务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的要求，精准施策、分类救治，为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贡献“聊医”力量。

▲ 聊城市人民医院党委书
记马胜军为贫困患者送上“减免
金”。

 聊城市人民医院党委书
记马胜军带队看望先心病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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