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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寄予厚望的“未来之城”
的淄博经开区正在一步步向“理
想”进发。

作为彰显区域软硬实力的
关键，品质医疗是上述理想拼图
中的关键一块。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淄博经
开区医院）作为该区集医疗、教
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急救、
健康体检于一体的三级综合医
院，走过70多年风雨的这家医院
如今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开始
了新一轮的疾步前行。

其中，医联体搭建作为重中
之重，一场事关优质医疗资源的
改革正式打响。

探头之下
午后，淄博经开区医院超声

科主任孟庆来正目不转睛地看
着眼前的图像变化，同时不断挪
动着手中的探头，一点点地进行
细致探秘。

一个超声探头、一瓶耦合
剂，是一名超声科医生捍卫人体
世界的利器，面对各种疑难杂
症，这里承担着“追根溯源”的
重任。

凭借娴熟的操作手法，孟庆
来团队仔细查看一帧帧超声影
像，对各类疾病作出分析判断，
为后续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在这里，同时进行的还有另
一台手术：一名因两侧甲状腺生

有结节的患者，经穿刺活检诊断
后，正通过微波消融技术进行
治疗。

据孟主任介绍，随着新技术
的普及应用，原来“一刀切”的治
疗概念早已不在，如何更准确地
定位治疗，更大限度地保留器官
功能，更快速地恢复患者生活，
成为诊疗过程中的重要考量。

“如今，更多拥有创伤小、安
全性高、恢复快等优点的技术被
广泛应用，但如何顺畅普及到基
层，依然是一个需要努力的过
程，这也是我们建设医联体的关
键环节。”孟庆来表示。

据了解，医院超声科每周都
会派遣医师去到罗村镇卫生院
进行定期帮扶，对于超声方面的
优势技术会给予乡镇卫生院的
医生全方位的指导与帮扶。

但针对微波消融这类新型
微创技术，乡镇卫生院往往受限

于硬件条件而无法实施，因此，
医疗事业发展部的医务人员会
带领患者来到北大医疗淄博医
院（经开区医院）就医，经过系列
准确的筛查后确认患者最佳的
治疗方案。

“病人得到流转，医生可以
流动，信息也得到打通。通过医
联体信息平台，实现了医院与基
层医疗机构诊疗信息的互联互
通和资源共享，极大地方便了人
民群众就医。”孟庆来说。

责任抗肩
8月13日，淄博经济开发区

医联体工作正式启动。作为淄
博经开区医联体牵头单位，淄博
经开区医院深知使命和责任
之重。

“紧紧围绕医联体目标，整
合好区域医疗卫生资源，推进区
域内医疗卫生资源共享，理顺双

向转诊流程，推进分级诊疗制
度，促进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
到基层。”会上，淄博经开区医院
院长曲勇对医德医风建设进行
了详细阐述。

由此可见，推进医联体建设
的关键，一在“双向”，二在“下
沉”。

“目前来看，村卫生室和乡
镇卫生院基础设施薄弱，服务能
力不高，三级医疗服务体系不健
全、诊疗水平不高。”南部生态产
业新城发展中心卫生健康事业
部主任路中卫表示。

发挥龙头辐射作用，促进优质
医疗卫生资源下沉的重任，自然落
到了淄博经开区医院的肩上。

医联体建设以来，淄博经开
区医院“牵手”沣水中心卫生院、
南定镇卫生院、傅家镇卫生院等
基层医疗机构，接收基层医疗机
构向上转诊的急危重症患者和疑
难复杂疾病患者，同时充分发挥
资源优势和管理优势，在技术帮
扶、人才培养、医疗质量管理等方
面给予全方位的指导和支持。

同时，淄博经开区各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也主动加强工作对
接，完善医联体建设方案、合作
模式和工作机制，认真学习淄博
经开区医院先进的技术、管理、
服务，在加强专科和名医建设上

“下真功”。
目前看来，淄博经开区的医

联体建设成效已初步显露，上下
联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运
行机制正逐步形成。

引智利民
如何让老百姓真正在“家门

口”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借力
引智自然也是绕不开的一环。

今年下半年，一场“强强联
合”的合作部署在淄博经开区医
院启动。彼时，淄博经开区医院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与山东中
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建立医
联体合作并正式成立，此举意味
着双方的深度融合发展迈出了
坚实的一步。

自此，淄博经开区医院将依
托医联体合作平台，快速提升学
科、专病诊疗水平和中医药在临
床应用，推进学科发展和人才培
养……

着眼未来，医联体的建设势
必将推动淄博经开区医疗卫生
事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借此东风，2022年，淄博经
开区在提高医疗卫生水平上全
面发力。除对镇卫生院改扩建、
更新设备以及对村卫生室提升
改造，筹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外，医联体建设力度未来还将全
面强化。

“医院将会不断强化服务理
念、创新服务模式、提高服务质
量和技术水平，推动医联体的共
同可持续发展。”曲勇表示。

希望在不远的将来，通过医
联体建设，淄博经开区医疗资源
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能得以缓解，
让更多患者在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中，能真正受益。

淄博未来之城为什么要大力推进医联体建设？
【媒体链接】——— 齐鲁晚报

■ 科室动态

目前，沃医妇科中心的微创
手术率已达到90%以上，已先后成
功开展传统腹腔镜、单孔腹腔镜、
经阴道腹腔镜、阴式手术，不少患
者慕名前来咨询。

40岁的冯女士患有“多发性
子宫肌瘤”多年，听闻北大医疗淄
博医院沃医妇科中心在微创或无
创手术上有丰富的经验，于是慕
名前来。经详细问诊，沃医妇科
中心刘慧俭主任得知冯女士存在
多发性子宫肌瘤多年，并逐年增
大。经彩超检查发现最大的子宫
肌瘤直径已经达到9公分，并且继
发了贫血，具备手术指征，可以实
施手术治疗。刘主任根据冯女士
的彩超、妇科查体和临床症状，决
定行经阴道多发性子宫肌瘤剔
除术。

刘主任表示，阴道是女性身
体中一个自然的孔道，相比开腹

手术和腹腔镜手术，经阴道手术
不仅仅没有疤痕，比较美观，同时
阴道黏膜的痛觉纤维相对比较
少，疼痛感也是比较轻微的，自然
恢复就快。经阴道手术针对剔除
多发性子宫肌瘤相比腹腔镜下手
术更有优势，因为经阴道手术可
以直接通过触摸子宫来判断肌瘤
的位置、大小，甚至能剔除在腔镜
下无法发现的微小肌瘤。

经过完善的术前准备，刘主
任和团队在沃医专家贾振香教授
带领下，顺利完成手术，术中共剔
除大大小小肌瘤共25枚。术后冯
女士疼痛感较轻，术后一天就下
地活动了。慕名而来的冯女士表
示对此次手术非常满意。五天的
住院时间，她对北大医疗淄博医
院的优质护理服务和人文关怀赞
不绝口。

褚征

妇科开展无疤痕手术——— 经阴道手术

近日，肝胆外科王龙华主任
拒收红包的事迹在科室流传
开来。

15床孙爷爷是个老病号了，
因为胆囊结石伴胆总管结石已经
在肝胆外科住院4次，最近频繁发
作，吃饭也不好，家属咨询王龙华
主任，请北医三院著名外科专家
凌晓峰教授给他手术。王龙华主
任及时协调沟通，凌教授及时为

其手术，让老人在家就享受北京
专家的技术和服务。手术前，患
者的儿子特意送上一个信封，里
面有2000元钱，在推脱无果的情
况下，为了安抚家属的情绪，王龙
华主任暂时收下“信封”后，第一
时间将其交给护士长，嘱咐她将

“红包”缴到该病人住院账户上。
家属拿到费用收据后，感动不已。

吴英英

肝胆外科主任婉拒红包

为了满足日渐增长的核
酸检测需求，医院连夜从黄岛
借来核酸检测设备，在完成当
天核酸检测任务后，加班加点
安装调试，尽快投入使用。多
日的全员核酸检测让检验科
工作人员已经疲惫不堪，但凌
晨接到通知，临淄方舱、博山

方舱转运来的4000人次的样
本需要马上检测时，他们二话
不说穿上防护服就进入了实
验室，经过两个小时的连续工
作，终于在凌晨4点结束了一
天的工作。

范婧

检验科加班加点完成核酸检测任务

“刷脸认证、一闸一人，快
速通行。”近日，在门诊医技病
房综合楼，工作人员正在介绍
新亮相的“智能闸机系统”。
据了解，启用“智能闸机系
统”，能给广大市民营造更安
全便捷的就医环境。该系统
刷人脸进行验证，对核酸检测

时间和体温进行测量筛查，并
设有危重病人平车紧急通道，
实现了安全高效通行，既保障
了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的安
全，又优化了日常医疗秩序
管理。

陈斌

10月14日，医院医疗质量
安全管理经验在“新北大医疗
质量安全管理年成果汇报会”
上获好评。

10月22日，市中医药学会
2022年度疼痛学专业委员会
学术年会、省级中医药针刀微
创中医药特色技术继续教育
培训班、市级针刀微创继续医
学教育培训班在院举行。

10月23日，淄博市继续医
学教育项目“宫颈病变及宫颈
癌的规范治疗培训班在院
举行。

10月26日，团委组织“学
习百年党史，弘扬雷锋精神”
主题讲座。

10月26日，第三期淄博经
济开发区“市民看病有良医变
化”开放日活动。

10月27日，淄博市继续医
学教育项目“即刻种植修复学
习班”在院举行。

10月28日，联合FM100淄
博交通音乐广播组织中医体
验节及大型义诊活动。

10月要闻回顾

医院启用“智能闸机”

近日，颈肩腰腿痛诊疗中
心为一名86岁的老大爷治好
了多年的腰腿疼。

86岁的王大爷腰腿疼好
多年了，也用过很多方法治
疗，可就是不见好，只能拄着
拐杖缓慢地行走，这段时间因
为疼得太厉害，实在影响生
活，于是来到了北大医疗淄博
医院颈肩腰腿痛诊疗中心。
第一次见王大爷时他拄着拐
杖，腰弯着，腿脚也不利索，彭
昕主任给他仔细看诊后，建议

他住院治疗。
住院期间，彭主任根据他

的病情给他做了针灸、针刀治
疗。在颈肩腰腿痛诊疗中心
医护团队的治疗下，王大爷的
腰腿疼渐渐好起来，腰能直起
来了，腿也利索了，可以不靠
拐杖就能走路了。

出院时，王大爷亲手写了
满满一篇感谢信，并制作了一
面锦旗送给了颈肩腰腿痛诊
疗中心，以表达感激之情。

李悦

大爷丢掉了拐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