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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华东妇产医院的追求——

让患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我们的理念就是，
让病人少花钱、看
好病！”淮安华东妇产医院院长郑晓红如
是说。
自 2017 年重组以来，淮安华东妇产
医院以“依法执业、规范诊疗、合理收费、
优质服务”为发展理念，将“敬佑生命、救
死扶伤、患者至上、大爱无疆”
作为办院宗
旨，
健康稳定地不断发展，
其专业的技术、
优质的服务受到患者的好评。

综合全科不断发展
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口腔科、医疗
美容科、
中医科……拥有十余个临床科室
的华东妇产医院是一家医养结合的综合
医院。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淮安华东妇产
医院 2019 年门诊接诊 1.3 万人次，
收治住
院病人1100余人，
病床使用率78.6%。
“别看现在医院科室众多，还有特色
科室，在三年前，华东只做单一妇科诊
疗。
”
回忆起这些年来的经营历程，
郑晓红
很是感慨。她介绍，
淮安华东妇产医院坐
落在淮安市北京北路 136 号，
是由莆田系
初创于 2009 年 2 月，起初名称为淮安华
东妇科医院，是单一的妇科专科医院。
2016 年底莆田系撤出，2017 年华东医院
重组，
逐步从单一妇科诊疗发展成一所综
合医院。
传承贴心服务、细化服务流程、提升
医院内涵……为成为一所优秀的全科综

合医院，三年来，淮安华东妇产医院上下
狠抓医疗质量，
管理层人员全部由有丰富
临床经验的医务人员担任，
全院医务人员
均要进行业务学习、操作考核、医院学习，
医院内还定期组织行政、医疗、护理、院感
查房，
做到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现在的华
东医院医疗质量得到提高，
不仅妇科优秀
专业，
而且内科常见病、疑难病，
外科手术
病症，疼痛等都能得到很好的治疗，让患
者满意。
”

患者获得满满幸福感
规范诊疗、合理收费，是淮安华东妇
产医院的一大特色，
前来看病获益的患者
无不给予好评。
“看得起病、
看得好病”
是华东对每一
位患者的承诺，
也为之付出了行动。为让
市民看病获得幸福感，
华东妇产医院在提
高医疗质量的同时，
积极与各大医疗公司
取得联系，
通过看质量、比价格，
不仅保证
了院内药品的齐全，
满足了患者的临床需
求，
还降低了药品价格，
让患者花少钱、看
好病。
“合理收费是最基本的，
我们在此程
度上还进行了低收费。
”
华东的朱院长说，
华东医院与淮安市县区所有医保机构都
签订医保合作协议，方便县区居民、职工
就医看病。同时，
华东的收费标准还低于
市医保部门、
物价部门核定标准。
华东妇产医院的惠民、利民措施众

多，医养结合也是其中一项。今年以来，
华东妇产医院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
人才优势及与市级医院的良好合作，
积极
拓展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针对不同年
龄、自理程度、意识状态、基础疾病状况对
每位老人设计了个性化的护理方案。

将关爱送给每位老人
三年来，
淮安华东妇产医院在不断发
展的同时，还一直关注着爱心慈善活动，
多次组织医务人员和社会爱心人士前往
周边敬老院进行志愿服务。
“每个季度，我们都会前往敬老院为
老人们带去关怀。
”
郑晓红笑着说，
针对敬
老院孤寡老人服装参差不齐、衣物清洗不
及时等情况，
医院为每位老人定制了统一
的服装，
确保老人穿得好、穿得暖；
医院定
期为老人提供洗浴、理发、剪指甲等服务，
对部分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
也安排了医
护人员为他们擦身；每隔一段时间，医院
会组织医护人员前往敬老院，
开展健康讲
座、健康教育活动，并与所在地社区组织
开展绘画、唱歌、表演节目等文娱活动，
充
实老人的文化生活；逢年过节，医院还组
织爱心人士一同到敬老院陪伴孤寡老人，
让老人们感受家的温暖。
“几年下来，
医院
医务人员已经和敬老院的老人建立了深
厚的感情，老人们如有不适，第一个想到
的就是华东的医生。
”
■记者 孙婧

建湖建阳眼科医院医学美容科正式开诊
7 月 26 日，建湖建阳眼科
医院医学美容科正式开诊。
该院医学美容科致力于为每
一位追求美丽的人士提供高
品质的医疗服务，努力在业内
树立医学美容新概念。
该院引进高端 BB 光改变
人体肤质，让那些皮肤粗糙、
毛孔粗大、肤质灰暗无光泽、
色素类疾病及红血丝、痤疮后
疤痕等在 BB 光的治疗下逐渐
消失，更有独特强大的皮肤基
因抗衰老功效。该院引进安
肌 baby 无针水光，让爱美女
性做水一样的女人。它利用
高压射流原理凭借高速气流
推动药液，让药液以超细微、
超高速，直线喷出高压射流的
方式在不伤害表皮细胞的基
础上，直接打到真皮层的位
置，是一种有效的无损、无痛、
无创的透皮注入技术。
BB 光与传统的光子嫩肤

有何区别？据该院介绍，BB
光是第六代、最新一代的光子
技术，可以很好地减轻治疗之
后的发热、刺痛感，而且做完
之后几乎不需要恢复时间，不
会影响患者的正常的工作和
生活，不用担心感染问题。而
且 BB 光还有一个超前的基因
抗衰功能，简单来说就是每年
定期进行 BB 光治疗，皮肤会
永远维持在比同龄人更年轻
的的状态。皮肤大咖苏明山
教授在专业皮肤学术大会上
进行 BB 光现场实操演示并详
解临床治疗要点：BB 光功能
很强大，不仅可以美白、改善
肤质、缩小毛孔、改善红血丝、
祛皱，
还能进行嘴唇嫩肤。BB
光波段广、皮肤问题适应症
广，独有小光斑适配器，能精
细化无障碍治疗，这是其他强
光不具有的。
此外，该院的 Freeze 多

极磁雕射频完爆传统减脂仪，
做到纤体+保养，同时在多极
的强磁脉冲治疗下，促进胶原
新生的同时还可改善腰腹部
位的寒凉现象。磁雕纤体术
只针对脂肪，表皮完全无不适
感，无创瘦身，不需要节食，不
开刀，不出血，不包扎，做后即
走，
不影响生活和工作。

爱美人士可来建湖建阳
眼科医院医学美容科，这里有
引进的美国 BB 光、Freeze 多
极磁雕射频、安肌 Baby 无针
水光、LED 红蓝光等多种高端
仪器，能为爱美人士开展美白
淡斑、无痛嫩肤、基因抗衰、全
身塑形紧致、痤疮治疗等服
务。
（姜新基 严加宏）

淮阴区“五心工程”全面提升卫生健康工作水平
2020 年，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决胜之年，
是实现
“十三五”
规划目标
的收官之年。今年以来，
淮阴区卫生健康
委在全系统实施
“五心工程”
，
全力提升卫
生健康工作水平。
实施健康关爱“暖心”工程。该委落
实边远薄弱单位工作人员岗位津贴；
实施
卫生骨干人才激励；对入选淮上英才、市
“533”
英才工程拔尖人才等市级人才工程
的优秀专业技术人员给予奖励；
开展省区
级基层卫生骨干人才遴选；
落实基层高层
次人才带薪休养；安排财政预算资金 30
万元，
分两批组织基层高层次人才带薪修
养；建立基层高层次人才关爱信息库，对
高层次人员在家属和子女在就业、入学等
方面予以特别关爱。
实施能力建设“凝心”工程。该委巩
固完善
“县管乡用”
试点成效，
在全区统筹
调度 227 名事业编制补充至基层医疗机

构；构建新型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基本建
成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
建成全省第
一批社区医院建设示范区，
建成全省第三
批社区医院；
强化疾病预防控制与卫生应
急体系建设，建成核酸检测实验室，实现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早期预警；
落实中医药
服务能力提升
“一百千万”
行动计划，
加强
区中医院服务能力建设，
与淮安市中医院
建立紧密型医联体，
建成中医阁86个。
实施质量提升“放心”工程。该委高
水平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
使三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五家中心卫生院以及
两家卫生院达到推荐标准，
其余达到基本
标准；持续改善医疗服务质量，严格执行
18项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
着力打造临
床重点特色专科，
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省市级特色科室建设。
实施健康服务“连心”工程。该委以
重点人群为服务对象，加强分类指导，做

细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实施老年人心
理关爱国家级试点项目，
改善老年人心理
健康状况；强化预防接种服务管理，继续
开展省级示范化预防接种门诊建设，
争取
年内建设成 2 个省示范化预防接种门诊，
满足全区适龄儿童计划免疫需求；
实施城
乡妇女“两癌”筛查，全面完成“两癌”各
2.5 万名的检查任务；
推进健康精准扶贫，
畅通计生特殊家庭就医
“绿色通道”
。
实施智慧医疗“舒心”工程。该委推
进互联网医院建设，
实现二级以上医疗机
构网上分时段预约、检验检查、结果查询
等服务，9 月底之前完成区内二级医疗机
构互联网医院建设任务；
推进区域 LIS 系
统建设，
7 月底完成项目论证工作，
8 月份
完成项目报审；
推进健康信息平台升级改
造，10 月底前完成区域电子健康卡建设
的前期工作，
完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信息
系统开发应用。
（支梅）

市三院与市一院签约合作
7月24日下午，
市三院与市 “有形有神”
，
取得丰硕成果。
一院医疗集团举行签约仪式。
根据协议内容，
双方将在医
仪式上，
市三院党委书记、院长
疗、教学、科研、管理、信息化建
范智勇与市一院党委书记、
院长
设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战略性合
孙晓阳签署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
作；
市一院将根据市三院需求开
院医疗集团合作协议”
，同时市
展专题讲座、技术指导、教学查
三院接受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房、
人才培养、
科研协作、
专科合
医疗集团成员单位”
授牌。
作等，
从而全面提升市三院的综
范智勇在致辞中对市一院
合医疗服务水平；
同时市三院也
表示感谢，
并表示作为成员单位
将充分发挥精神、
心理、
神经、
心
将不折不扣履行好协议赋予的
身疾病诊疗方面特色优势，
与市
义务，维护好集团形象，执行好
一院形成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的
集团医院制定的要求。同时，
他
运行机制，
更好地为淮安及周边
还希望协议签订之后，
双方通过
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诊疗服
做深做实协议项目，力争合作
务。
（李丽）

脑瘫女孩收到淮安龙宫
大白鲸嬉水世界两份礼物
近日，在市妇幼保健院进
行康复训练的12岁脑瘫女孩晨
晨利用康复间隙努力学习的报
道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7 月
22 日，淮安龙宫大白鲸嬉水世
界邀请晨晨好好玩了一把。在
这里，她收到了两份大礼：
与大
白鲸亲密互动、潜水员送上的
水下祝福。
第一次感受淮安外环高
架，再想到即将看到海洋动物，
坐在车上的晨晨特别激动。
“很
激动、很兴奋，期待看到魔鬼鱼
还有美人鱼。”
晨晨说。进入嬉
水世界，晨晨立刻被色彩斑斓
的鱼类吸引。她告诉讲解员，
她也养过鱼，但这是第一次见
到海洋鱼类。看着令人眼花缭
乱的水母、呆萌的企鹅，晨晨忍
不住跑到父亲身边要来手机，
不停地拍摄。她告诉记者，她
身边的好多同学都没有来过这
里，有的甚至都没听说过，她要
多拍点照片与视频回去与小伙
伴分享，同时也要带给生病住
院的妈妈看看。
在“美人鱼”表演场地，晨
晨惊呆了，以前她在电视里、童
话书里看到的
“美人鱼”
没想到
真的会出现自己眼前。每当
“美人鱼”
隔着玻璃路过她面前

时，晨晨的双手就会不由自主
地放到玻璃上。表演的潜水员
特地准备一块写有“祝晨晨小
朋友开心每一天”的牌子隔着
玻璃送到晨晨面前。对于这突
如其来的祝福，晨晨非常感动，
不停地向潜水员挥手致谢。在
大白鲸表演场地，晨晨隔着玻
璃看着人、鲸合一的表演时，不
时地发出惊叹声。更让晨晨意
想不到的是，整场表演结束，其
余游客离开后，工作人员让她
近距离与大白鲸隔着玻璃来一
次亲密接触。
游玩结束时，龙宫大白鲸
嬉水世界还送给晨晨企鹅小背
包、北极熊玩具以及一台平衡
车。龙宫大白鲸嬉水世界有限
公司邱枫总经理表示，他们看
到媒体报道后，被晨晨身处逆
境仍积极向上、利用一切可能
利用的时间来汲取知识所感
动。他们希望能为这个努力的
孩子做点事。邱枫还表示，以
后如有困难的孩子想到他们的
游乐场游玩，他们会力所能及
地满足这些孩子。就在发稿
时，另外一个好消息也传来：
晨
晨所住村的负责人来电话称，
目前镇村正在帮助协调完善晨
晨家低保有关手续。 （刘威）

II 型糖尿病需要
院内院外长程管理
II 型糖尿病是一种进展性
疾病，随着病程进展，血糖逐渐
升高，院内院外治疗方案的不
一致增加了治疗的复杂性。为
更好地建立和推广兼顾院内短
期降糖和院外长期控糖的 II 型
糖尿病患者院内—院外长程管
理治疗理念，进一步提升基层
医疗机构内分泌科代谢疾病的
诊疗水平，
7 月 25 日，
“II 型糖尿
病院内院外长程管理实践项目
院际交流班”开班。本次活动
由中国民族卫生协会主办，市
一院培训处、
内分泌科承办。
活动中，市一院培训处副
处长刘影作了热情洋溢的致
辞。随后，
“长程实践项目交流
中心”揭牌仪式举行。学术活
动分为两场：上午半场由市一
院内分泌科医疗骨干带领培训
学员在病房进行床边查房深入
交流教学；下午半场由该院内
分泌科副主任毛莉博士，医务

处副处长张红博士、高鹏霞主
任医师等就 II 型糖尿病的血糖
综合管理、胰岛素方案的制定、
II 型糖尿病的长程管理等领域
的热点知识进行学术分享。
本次交流活动吸引来自淮
安县区以及宿迁市沭阳、泗阳、
泗洪县区的 20 多名基层医生。
本次活动的授课内容密切贴切
临床，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实
用性强，使内分泌科同仁们对
血糖控制长程管理加强了重
视，为基层医师提高糖尿病诊
疗水平、培养学术能力和科研
意识、开拓疑难病例诊治思路
提供了优质的交流平台，促进
了院际间的良好合作与交流。
获得培训证书的学员们纷纷对
本次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并
表示市一院在推动苏北区域医
疗发展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引领
作用，
值得点赞。
（王树文 毛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