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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动态

为进一步推进医改向纵深发
展，落实“让群众方便看病，让群
众看得起病，让群众看得好病”
的工作导向，10 月 27 日，泰州市
首个以中医为特色的医疗联合
体在泰州市金陵酒店签约成
立。医疗联合体由泰州市中医
院牵头，泰州市下辖各市区中医
院、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及其
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共 48 家加
入。医疗联合体的成立，让大医
院的医疗技术真正“沉下去”，标
志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水
平将得到提高，基层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三级医院
医疗服务，从而最大化享受到医
疗改革的红利。

专家柔性流动，让群众方便看病

2015 年上半年，江苏省出台
了《深入推进医师多点执业的意
见》，医联体内医疗机构医师可根
据工作需要，选择医联体内具有
相应诊疗科目的医疗机构，作为
多点执业地点开展诊疗服务。国
务院办公厅也于今年 9月份印发
了《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各级各类医
疗机构诊疗服务功能定位。

目前，我国正向人口老龄化
过渡，医养融合发展已纳入政府
规划。医联体将与社区慢性病规
范管理有效衔接，开展治未病、康

复科室标准化建设与服务，建立
中医药特色医养结合新模式、新
机制，让老年人在“养”的同时享
受优质便捷的中医特色医疗服
务。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认识逐
渐深入，宣传治未病的中医理念，
既符合广大民众的需求，也是现
代卫生保健的重要组成部分。医
疗联合体正建立中医药文化专家
讲师团，不定期开展中医药科普
文化巡讲和义诊咨询，传播中医
健康知识，弘扬推广中医药文化，
帮助广大群众树立健康的生活理
念，不断提高居民健康素养。

惠利城乡居民，让群众看得起病

临床路径是针对每一个病种
制订的一套在一般情况下专科医
生必须遵循的诊疗模式，能有效
地控制医疗成本，减少资源浪费，
改善医疗质量。我国目前有 200
个病种的中医临床路径，医联体
成立后将进一步根据学科指南和
临床路径，制订统一的诊疗和操
作规范，通过专题讲座向基层医
疗机构医务人员培训普及，逐步
实现单病种的规范化诊疗，推行
单病种最高限价，避免过度医疗，
切实为病人降低医疗费用。

至 2013 年我市仅有 21 家医
疗机构达到检验结果互认的质控

标准，主要集中在二三级医院。
为合理有效利用卫生资源，切实
减轻患者负担，医联体在统一质
控标准、确保医疗安全的前提下，
将减少重复检验、检查。

进一步健全城乡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普及基本卫生服务
是医改的主要任务之一。医联体
将联合争取物价管理部门对中医
药服务项目、院内制剂、中医药健
康产品的支持政策，并争取纳入
医保、农保报销范围。联合区域
内各理事单位开展“中医优质资
源”下基层工作，在各乡镇、社区
卫生院、卫生服务中心不断推广
中医药适宜技术，让老百姓真正
在家门口就能得到“简、便、廉、
验”的中医药服务。

提升整体水平，让群众看得好病

泰州市中医院作为医联体理
事长单位，将发挥龙头作用，定期
开展学术交流、举办技能培训班，
有计划地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
务人员安排免费进修，通过专题
讲座、查房等形式为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培养一批能诊治常见病、
多发病、慢性病的医务人员。

9月份，泰州市卫计委举办了
首届名老中医师承拜师仪式。各
医院将适时成立名医工作室，通
过“师带徒”模式，培养一批有中
医技术专长的中青年专家和学术

继承人。
在医联体内，将联合开展专

科建设，提高学科建设水平。遴
选国家、省市级重点与特色专科
20 家作为核心学科，根据功能定
位及各成员单位的学科特点，成
立相关专业（专病）协作组，在人
才、技术等方面对口协作。重大
科研项目可依托中国医药城临床
实验项目联合攻关，开发具有市
场价值的中医药健康产品，推动
中医药的产业化发展。

同时，以靖江市中医院、姜堰
中医院等常务理事单位为主体，
吸收最新信息技术与先进单位经
验，结合泰州实际，共同研究开发
现代中医医院信息化管理系统，
搭建区域数字化信息平台，并与
国家、省大型医院相链接，建立远
程会诊、示范手术（操作）、学术讲
座等视频通道，不断提高区域整
体医疗水平。

泰州市卫计委党委书记、主
任徐洪涛指出，成立泰州市中医
医疗联合体是全面深化卫生体制
改革的必然要求，是优化资源配
置、实现分级诊疗、提升城乡医疗
机构整体服务能力的根本保障，
也是顺应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律、
促进中医医院发展的重要抓手，
在泰州市中医药事业发展史上具
有里程碑的意义。

（陶红清）

成立中医联合体
推进医改城乡一体化

服用膏方注意事项

名医专栏

张海峰 主任中医师
专长：中医治疗妇科疑难杂症。擅长运用
膏方调治不孕不育症、月经不调、盆腔炎、
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疾病。
膏方时间：周二上午、周六上午
膏方地点：门诊二楼妇产科

膏方不是单纯的补药。通常
所说的“进补”是指补充人体的营
养物质，调节或改善人体的生理功
能，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免
疫功能。而膏方除了能“补”之外，
还有辅助治疗、促进康复的功能，
如心血管、内分泌、呼吸系统等各种

疾病。因而膏方不是单纯的补药。
膏滋是否有效，决定于辨证用

药和制作工艺是否精当。应找经
验丰富的名中医开处方，在正规
医院里制作，采用“绿色环保”的
道地药材，经过规范科学的制作，
才能确保膏滋的质量和疗效。另

外，进补的同时要注意调神养生。
膏方不能替代治疗。中医治

病最讲究的是根据疾病的变化，
随时调整方剂，所以对于某些患
者，特别是病情有变化的患者，在
服用膏方时，切勿忘记治病。

膏方不是越贵越好。有些市

民认为，膏方必须有野山人参、冬
虫夏草、鹿茸、燕窝等贵重药。专
家认为，一些大补的药材，是否该
用、用多少，主要看服用者的身体
情况和具体症状。如不对症，反
而适得其反。

（陈水星）

11月 26日，中共靖江市中医院党员代表
大会在医院稻香村三楼会议室隆重召开。全
院 66名在职党员和离退休党员参加了会议，
医院党总支副书记张海峰主持会议。市医疗
集团党委委员、党政办主任叶金松到会指导。

市医疗集团党委书记、市中医院党总支
书记高峰代表上一届党总支向全体党员作总
支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上一届党总支近年
来在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中的各项工
作情况，肯定了医院党总支带领全体党员和
干部职工，紧紧围绕“创建三级乙等中医医
院”这一中心工作，团结协作，开拓创新，在
医院管理、行风建设、服务质量、医院文化等
方面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工作中的问题和
不足。同时，高峰对下一届党总支的工作目
标和任务提出了指导意见，他要求全院党员
干部要继续以党的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为指导，在市委、市医疗集团党委的领导
下，围绕医院“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以更
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更加扎实有效的措施，不
断提高医院党建工作水平，为医院改革与发
展提供有力支持和坚强保证。全体党员一致
鼓掌通过党总支工作报告。

大会全票通过《中共靖江市中医院党员代
表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并选举产生新一届
党总支委员。

高峰代表市医疗集团党委对新当选的委
员表示祝贺，并要求新当选的党总支班子和全
体党员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和领导，充分发挥政
治核心作用，凝心聚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
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作风，为推动靖江
中医事业科学发展、弘扬祖国医学作出应有的
贡献。 （陈晓燕）

本报讯 11月 21日，我市中医院第五届
膏方节正式开幕，江苏省、泰州市多位著名专
家应邀来靖为市民现场把脉开方，个性化定
制诊疗服务。

此次膏方节为期一个月，市中医院提供
义诊咨询服务，20多位省、市级脾胃、肝脏、肿
瘤、内分泌、妇科、儿科等中医专家现场坐诊，
指导市民进行冬季合理进补，专家们还根据
个人体质，量身定制开出对症的养生膏方。
同时医院开展送膏方进乡村、进社区及专题
讲座等系列活动。

冬季是适当进补、恢复和调理人体机能
的最佳时期。中医院自2011年成功举办首届
膏方节以来，已成功举办四届膏方节。中医
院有30多年的熬膏历史，膏方具有养生保健、
抗衰延年、防病治病等诸多功效，可有效满足
市民需求，提高了全民防病意识和能力，推广
了传统养生文化。 （朱凌云）

11月 14日是联合国糖尿病日，市中医院
内分泌科在稻香村三楼会议室举行了糖尿病
病友联谊会暨开班仪式，联谊会由内分泌科
主任孙斌、科主任助理孙剑主持，副院长鲍自
立在会上致辞。150 名新老“糖友”与内分泌
科医护人员一起听讲座、谈经验。

为了响应“应对糖尿病，立即行动”的糖
尿病日宣传口号，结合糖尿病的教育与预防
主题，内分泌科医护人员在活动现场免费为
市民量血压、测血糖、检测糖化血红蛋白、量
身高、称体重，为每位参与市民建立个人健康
档案。

联谊会活动内容丰富多彩，主任中医师
孙斌、副主任医师谈晓琴、副主任护师孙婴分
别讲述了糖尿病并发症的预防、糖尿病药物
治疗和糖尿病健康饮食，讲解了糖尿病如何
规范化诊断，以及糖尿病急慢性并发症对身
体的危害，饮食及健康生活方式对糖尿病治
疗的重要性，让市民可以正确、科学地认识糖
尿病。小品“众志成城”、护士集中演练第九
套广播体操等节目，引起了病友们的共鸣，参
会人员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并送出热烈
的掌声。会后医务人员还为参会人员精心准
备了御寒礼品，得到了参会人员的夸奖。

（吉莉）

刘灿康 江苏省名中医、主任中医师
专长：中医治疗内科疑难杂症。擅长运用
膏方调治胃肠病、肝胆病、咳喘病、心脑血
管病、肾系及前列腺等疾病。
膏方时间：周一至周六
膏方地点：门诊一楼名医堂二诊室

陈水星 泰州市名中医、主任中医师
专长：内科疑难杂症，尤心脑血管病及老年
病。擅长中药膏方调治心悸失眠、头昏头
痛、胸闷腹痛、气急乏力、慢性病、亚健康等。
膏方时间：周一至周六
膏方地点：门诊一楼名医堂一诊室

鲍自立 泰州市名中医、主任中医师
专长：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骨伤科疾
病。擅长运用膏方调治脊柱、四肢关节
疾病及各种骨折的康复。
膏方时间：周一下午、周四下午
膏方地点：门诊一楼骨伤科

孙聿修 泰州市名中医、主任中医师
专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肝胆、脾胃、心肾
疾病。擅长运用膏方调治各类肝炎、前
列腺、风湿、老年病等疾病。
膏方时间：周一至周六上午
膏方地点：门诊一楼名医堂三诊室

朱 洪 泰州市名中医、主任中医师
专长：中医治疗脾胃病、肺病、肿瘤病等疾
病。擅长运用膏方调治消化系统疾病、慢
性咳嗽及各种肿瘤术后调理、预防复发。
膏方时间：周一至周六上午
膏方地点：门诊一楼名医堂四诊室

中共靖江市中医院
党员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第五届膏方节开幕
20多位中医名家把脉开方

应对糖尿病，立即行动！

市中医院举办
糖尿病病友联谊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