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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市人民医院

顺顺利利通通过过三三甲甲复复审审现现场场评评价价
8月19日-21日，按照山

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一
部署，山东省医院等级评审
工作组一行7位专家，对德州
市人民医院进行为期3天的
三甲复审现场评审工作。德
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
记、主任常树风，党组成员、
副主任王鲁原，德州市人民
医院党委书记、理事长程吉
东，德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政医管科科长庄霞出席会
议，医院领导班子其他成员、
各相关职能和业务科室负责
人参加了会议。

评审期间，专家组采取
个案追踪、系统追踪、综合查
阅、现场演练、访谈患者等多
种检查方式，对德州市人民
医院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和评
审，专家组实地查看了该院
的综合管理、临床、医技、药
事、护理、后勤等各个关键部
门，结合医院汇报内容，按照
三甲评审的标准，对医院进
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立体式

的全方位检查。检查过程中，
专家组发现医院在标准化建
设工作中亮点频出。医院改
革与管理有成效，医院质控
管理体系初步健全，质量控
制指标趋于向好。严格控制
医疗安全风险管理，积极推
进临床医疗器械安全监测，
医疗质量管理监管持续加
强。依法依规执业，多措施确
保患者安全。医院精细化管
理体系建设完善，成绩突出
成效显著。药事管理稳中有
序，临床用药安全准确。护理
工作有效运转，真抓实干凝
聚力强。健全感染监控三级
网络，有效防控感染疫情。

8月21日上午，在医院门
诊7楼召开三甲复审现场反
馈会议。根据国家和《山东省
医院评审结果确定办法(实
行)》规定，专家组一致认为
德州市人民医院现场评价符
合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标准要
求，顺利通过三甲复审现场
评价。

德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王鲁原代表德州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对评审组表示崇高
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他指
出：此次德州市人民医院的
现场评审也为全市的标准化
建设新征程拉开了序幕。德
州市卫健委高度重视这一
轮的等级评审工作，决心以
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卫生
健康领域的建设力度，规范
医疗行为，提升服务质量，促
进卫生健康事业全面可持续
发展。

程吉东在反馈会上代表
德州市人民医院郑重表态：
一是认真学习领会并落实
好评审专家组的反馈意见。
对于专家组提出的反馈建
议，全院认真领会，全面学习
理解，认真整改落实，制定详
细的整改方案，确保全面落
实整改任务，会后将立即召
开会议统筹协调，建立台账，
研究具体整改措施，将专家
提出的整改意见不折不扣

的落实到位；二是结合现场
评价，长期高效地做好标准
化建设工作。标准化建设只
有起点没有终点，按照更高
的标准要求不断改进医院管
理，提升质量与安全，把标准
化建设工作持续推进深入；
三是珍视评价整改意见，将
评审成果转化为医院发展的
持续动力。接下来，德州市人
民医院将认真检视自身存在

的不足，将意见传达到位，
深刻理解、认真学习，将指
导意见转化成推动工作的
强大动力，激励全院干部职
工不断改进工作，推动医院
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把医
院建设成为群众满意的高
水平三甲综合医院，为增进
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做出新
的更大贡献。

(王明 郭吉显 李梦娇)

与病魔抗争 为患者坚守
——— 记德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医师王玉晶

近期，著名中医专家
苏瑾将到德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坐诊，市民可拨打电
话预约咨询。届时，苏瑾院
士工作室也将落户该院。

据了解，为提升全市
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加
快引进高层次医疗人才，
促进市第二人民医院肿
瘤、精神卫生、呼吸等专业
与中医专业融合发展，根
据《德州市引进培养高层
次医疗卫生人才实施细则
(试行)》有关规定，将成立
苏瑾院士工作室。

工作室落户后，市第
二人民医院将借助苏瑾院

士专家团队科研能力，打
造多学科融合发展平台，
发挥中医药治疗肿瘤、呼
吸、精神障碍的特色优势；
强化中医科研支撑作用，
促进临床与科研结合；建
立临床科研体系，研发中
医制剂、中医适宜技术，推
动成果转化应用，实现技
术创新、服务创新、药品创
新；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
团队，打造鲁西北冀东南
地区肿瘤、呼吸、精神卫生
专业技术高地，为全市卫
生健康事业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

(任天瑜)

“苏瑾院士工作室”

将落户市第二人民医院

近日，记者在德州市
中医院了解到，小儿割积
将于 8月 3 0日 (下周五 )开
始，即日起可以预约，预约
电话：0534—2220513。

“割积”是中医传统疗
法之一，适用于2到18岁孩
子疳积症的治疗，在手的
穴位上进行割治。这种疗
法通过调整人体经络气血
的运行，改善脏腑机能活
动，特别是能增强脾胃及
小肠的运化吸收功能，从
而改善小儿的营养状况，
增强免疫功能和抗病能
力，达到保健治病的目的。

“小儿疳积的发生与家长
不正确的喂养方式有关，
很多家长怕孩子饿着，习
惯让他们多吃，孩子又缺
乏判断力，于是常常导致
饮食过量，长此以往便会

造成脾胃及肠道受损，形
成疳积。”市中医院西院区
儿科主任、主任医师隋鲁
英说。疳积症主要表现为
厌食、消化不良、毛发枯黄
无光泽、消瘦、贫血、营养
不良、发育迟缓以及脾胃
虚弱造成的行走、说话延
迟，精神呆滞等。若出现以
上症状，家长可带孩子进
行小儿割积治疗，割治时
间是 8月 3 0日至 9月 8日。

“‘割积’对医生的技术要
求很高。”隋鲁英说，必须
选准部位，操作时宜轻割
快切，切口宜小、深浅适
度，以便摘取脂肪，同时不
能损及血脉。在割积后，家
长需注意看护好孩子，创
口愈合前不得在水中浸
泡，防止感染发炎。

(王琰)

德州市中医院

小儿割积开始预约啦

1987年大学毕业后，王玉
晶来到德州市妇幼保健院，
2004年她争取到了赴首都儿
科研究所附属医院进修一年
的机会，盯门诊、转病房、跟手
术、泡图书馆、进课堂……一
年间她骑着自行车奔走在图
书馆、北大儿科课堂与进修科
室之间，将在首都儿科研究所
附属医院的进修计划安排得
满满当当。她每月将大半工资
用在了买书上，也曾以借书复
印的方式搜罗儿科学习资料，
一有时间就泡在宿舍看书。

2005年8月，结束进修的
王玉晶回到德州市妇幼保健

院，卯足了劲大干一场，开展
了多项临床工作，静脉留置针
置管、早产儿肠外静脉营养、
治疗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肺表面活性物质的应用、PICC
的应用……一项项新技术在
她推动下有条不紊地开展起
来。桡动脉采血、腋静脉置管
穿刺、鸟巢护理、早产儿发育
支持照顾……医院儿科不断
引进新技术新设备，科室诊治
技术日新月异，护理水平稳步
提高。

2006年5月，一名肺炎心
衰早产儿全身青紫、心跳加
速、呼吸困难，生命垂危，王

玉晶与全科人员通过插管上
呼吸机，将患儿从死亡线上
拉了回来，自此，呼吸机开始
在该院儿科发挥作用，挽救
了无数早产儿，该院儿科成功
抢救的早产儿中体重最低的
仅750克……2017年，王玉晶亲
历了一名26周早产儿的救治
过程，在其专业诊治和精心护
理下，该早产儿平稳度过感染
关、喂养关、呼吸关，平安出院
健康成长。2019年5月，医院儿
科引进无痛支气管镜，儿童
气道疾病诊治更加精准快
速，为孩子们筑起坚实的健
康长城。

她是一名癌症患者，又是一名不忘使命的儿科医生，经受病魔和放化疗煎熬后，她依然坚
强、乐观，凭着顽强的意志回到了挚爱的工作岗位。作为“抗癌斗士”，她满满正能量，挺过了两次
癌症根治术，重获新生。作为医生，她开拓进取勇攀医学高峰，突破一个又一个儿科难题，在近30
年的儿科生涯里，挽救了无数病危新生儿，为孩子们筑起健康长城。她就是德州市妇幼保健院儿
科主任医师王玉晶。

门诊、病房、带教、科研、
会议，繁琐的工作日复一日，
王玉晶抱定解除患儿疾苦的
初衷，不断求知，已不知从她
听诊器里听出多少疑难杂病，
从她手里挽救过多少危急患
儿，从她话语里面开导出多少
焦急家长……

然而，2013年4月王玉晶
被查出中晚期乳腺癌，根治术
后开始了痛苦的放化疗过程，
头发掉光、人渐消瘦、浑身无
力，但她始终以乐观的态度积
极配合治疗。渐渐地，她的病

情缓解，身体慢慢恢复，2014
年3月份，王玉晶提前消除病
假，回到了工作岗位，但暂停
了门诊，仅在儿科病房工作。
儿科病房里，她为年轻医生系
统讲解儿科疾病诊治要点，传
授临床经验，时间久了，同事
都乐于找其请教。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2014年11月，王玉晶又被查
出甲状腺癌，她再一次经历了
根治术和放化疗煎熬，皮肤溃
烂、头发掉光与各种疼痛再次
纠缠其身。但顽强的她，再一

次挺了过来，2015年3月，她又
回到了儿科病房岗位。如今，
她身体恢复良好，2019年1月，
王玉晶重新回到儿科门诊，像
其他医生一样投入到紧张的
工作节奏中。

在工作中，王玉晶对待患
儿一视同仁、精心施治，其精
湛的医术和体贴的关怀赢得
了患儿家属的信赖，她怀揣着
对病人的爱，选择了坚守，在
平凡人生中谱写了不平凡的
乐章，活出了有滋味的人生。

(徐良 李红)

二次抗癌，活出滋味人生

苦修勤学，救患儿于危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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