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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群众需求
实现品牌“服务力”

济南市卫健系统科技创新
先进单位、济南市卫健系统继
续医学教育先进单位、济南市
健康教育工作先进集体……一
系列荣誉的落户，是实至名
归，更是实力见证。

院有特色，科有优势。济
南市妇幼保健院围产保健专业
和优生学专业是省医药卫生重
点专业，产科和妇科是省临床
重点专科，孕产期保健特色专
科和更年期保健特色专科为省

保健特色专科，妇女保健专业
和儿童保健专业是济南市医药
卫生重点专业。

聚焦群众需求，医院发挥
妇幼专科优势，打造学科建设
“1234”品牌，即1个市级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母胎医学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2个市级危重救治
中心(济南市危重孕产妇救治中
心、济南市危重新生儿救治中
心)、3个市级重点实验室(新生
儿疾病筛查与精准诊断实验
室、出生缺陷诊断与预防实验
室、女性生殖道感染医学实验
室是济南市重点实验室)、4个市
级临床精品特色专科(出生缺陷
诊断与预防、儿童早期疾病筛
查与精准诊治、新生儿重症监
护、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防
治)。

保健与临床相结合的多学

科协作，打造全围产期优质服
务模式，有力提升了济南市妇
幼医疗舒适化服务水平。

教学提档升级
提高科研“创新力”

秉承为济南市及周边地区
广大妇女儿童服务的宗旨，承
担解决疑难重症的责任，济南
市妇幼保健院发挥“3个基地”
(国家级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
地、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基地、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
中心海外培训基地)优势，以技
术合作为依托，强化资源优化
整合。分别与山东第一医科大
学生物医学科学学院、山东大
学附属生殖医院合作成立“山
东第一医学大学妇幼医学中
心”、“山大生殖-济南妇幼妇

女儿童健康联合研究所”，积
极筹建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助
力妇儿学科的临床应用转化，
实现以胜任力为导向的科研平
台及教学体系建设。

近年来，医院对标国际，
建设临床技能培训中心，筹建
美国AHA基础生命支持、儿科
高级生命支持以及“长照助
产”ALSO产科培训中心等，为
教学工作高效开展搭台建擂。

引进美国匹兹堡大学玛吉
妇女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山
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立医
院多名知名专家教授，为医院
重症医学、乳腺外科、妇科、
医学检验、病理学等专业的发
展注入了新力量。

每年完成200余学生的临床
教学任务，并承担济南16辖区及
全省72家联盟单位的教学。并
在2020年首次承接山东第一医
科大学助产本科见习教学任
务，首创院校联合教学新模
式。

现在，医院正积极筹建山
东大学-济南妇幼健康大数据研
究中心，构建妇幼健康全生命
周期大数据平台，组建妇幼队
列及妇幼相关专病队列，形成深
度融合的妇幼保健康临床诊疗
和研究新模式。

辐射带动基层
发挥辖区“引领力”

从医院发展到全市妇幼服
务能力的提升，持续引领，从

不止步。
依托济南妇幼联盟及危重

孕产妇转运、高危儿管理、新
生儿疾病等八大妇幼三级网络
体系，济南市妇幼保健院积极
构建“4个联盟”(全国儿童罕
见病及聋病防控联盟、国家级
儿童罕见病防控联盟、省会经
济圈“1+6”出生缺陷一体化
精准防控联盟、济南妇幼联
盟 )，带动区域妇幼保健整体
水平提升。

“十三五”以来，医院利
用国家、省市级等继续医学教
育项目，推广适宜技术，培训
学员2 . 5万余人次，有效辐射带
动基层妇幼卫生工作。在互联
互通、区域检验、分级诊疗、
双向转诊等方面积极探索，得
到联盟单位及辖区内老百姓的
一致认可和高度赞扬。

下一步，济南市妇幼保健
院将继续以妇女儿童健康为中
心，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为动力，着力于人才培养模式
和体制机制的重点突破，致力
于重大科研立项和管理平台建
设的精准施策，加强“校”
“院”合作，走“大专科、强
综 合 / 保 健 ” 的 医 疗 服 务 道
路，完善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
链，全面推进科学化、标准
化、规范化、国际化的妇幼保
健院建设，实现医院可持续化
发展。为推动学科建设的可持
续性发展蓄力起航，为提升全
市妇幼保健医疗水平和服务能
力再谱新篇。

争一流 重服务 创特色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筑构一流学科建设，医教研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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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繁叶茂，源自树大根
深。对于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济南
妇幼保健院)而言，学科建设
便是医院发展的基石，是能够
提供安全、有效、便捷、温馨的
妇幼健康服务的有力保障。

一直以来，医院高度重视
科研创新和技术提升，竭尽
全“力”推动全市一流学科
建设工作，医教研协同打造
“学术妇幼”。医院近三年
科研项目、新技术和新项目获
批数量逐年增长，人才梯队建
设渐趋合理，临床精品特色专
科全市领先，逐渐形成立足济
南、辐射全省的妇幼医学产
学研新高地。

济南市中医医院儿科

四代薪火传承，为儿童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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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中医药特色，
中药使用率达85%以上

四岁的琪琪聪明可爱，但却
有个尿频的烦恼，最严重的时
候，甚至每两分钟就要上一次厕
所。“孩子连裤子都提不起来，也
没有办法上幼儿园，被诊断为神
经性尿频。”这种疾病没有很好
的治疗药物，琪琪家长决定求助
中医治疗，于是慕名来到济南市
中医医院。

济南市中医医院儿科副主
任、副主任中医师张慧敏为琪琪
辨证施治，“孩子脾肾两虚，需要
健脾补肾，开了清补健脾补肾的
免煎颗粒。”在门诊拿药治疗一
周以后，琪琪就有明显好转，又
调理了一周便基本治愈，家长直
呼见证了奇迹。

琪琪的经历，是济南市中医
医院儿科众多康复患者中的一
个缩影。医院深耕特色中医技
术，以更小创伤、更便捷方法治
疗患者。其中，既有治疗肠系膜
淋巴结炎、普通淋巴结炎、肺
炎、哮喘等疾病的中药贴敷疗
法(即时贴、三伏贴、三九贴)，还
有无痛无创的灌肠、经皮给药的
治疗法，高压雾化安全吸入速效
法等。

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儿科根

据现代儿童疾病特点，对于湿
疹、紫癜、多汗、遗尿、佝偻病、夜
啼、夜惊、睡眠障碍、抽动症、多
动症、癫痫、矮小症、性早熟、青
春期等疑难病症进一步研究，均
取得良好成效。

针对不同病症，济南市中医
医院儿科还研制出对应的中药
制剂，使用更加便捷有效。济南
市中医医院儿科主任、主任中医
师崔文成教授介绍，经过多年的
临床验证，针对气管炎、肺炎、感
冒等呼吸道感染疾病以及鼻炎、
咽炎、过敏性咳嗽、哮喘等呼吸
道过敏性疾病，宣肺合剂、清肺
止咳合剂、泻肺止咳合剂、感冒
合剂、鼻渊合剂、利咽合剂等名
药制剂均有盛誉。针对免疫系统

的扁桃体炎、腺样体肥大、肠系
膜淋巴结炎等疾病，乳蛾解毒合
剂、消瘰止痛颗粒获得患者一致
好评。

济南市中医医院儿科坚持
发扬中医特色，临床上中药的
使用率达85%以上，“住院患者
西药和中成药15%以下，中医
特色的治疗方法一脉相传。”张
慧敏说，较少的检查和中医良
好的疗效，都让儿科平均住院
费用降低，让患者切实享受到
实惠。

深耕六十载，终成
方证流派

大医精诚，重在传承。济南
市中医医院自建院之初便成立

儿科，科室专家从最初的名中医
刘东昇、侯汉忱、傅纯瑜等创始
人，经过刘清贞、刘谟梧、孟宪
兰、王延泉等名医专家的传承，
到今天的崔文成、孙娟、宋春霞、
张慧敏、郑三霞、任雪、张敏青、
葛慧等，已经历四代传承，还培
养了四十多位研究生，经过六十
多年不懈奋斗，终成影响较大、
公认度高的济南中医儿科方证
流派。

如今，济南市中医医院儿科
治疗呼吸、消化、心脏、肠系膜淋
巴结等系统的病症广获赞誉，有
肺炎、哮喘、心肌炎、扁桃体炎、
支气管炎等5大优势病种，已经
形成一整套规范化治疗方案。

薪火传承，不断创新。科室

有两个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孟
宪兰、刘清贞)传承工作室建设
项目，三个(杨献春、崔文成、孙
娟)山东省五级中医药师承教育
项目，三个(崔文成、孙娟、宋春
霞)济南市名中医“薪火传承231
工程”项目都已完成通过验收。
一个(崔文成)山东省名老中医
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正
在进行中……

翻开济南市中医医院儿科
科研成果单，历代专家心血揽获
社会无数认可。其中，乳蛾解毒
合剂治疗扁桃体炎、退热合剂治
疗发热、宣肺合剂治疗咳喘、泻
肺止咳合剂治疗咳嗽、甘寒除毒
法治疗儿童心肌炎的研究、益肺
化饮颗粒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
等项目获山东省、济南市科技进
步奖、山东中医药科学技术奖。
消瘰止痛颗粒治疗肠系膜淋巴
结炎、清胃健脾丸治疗厌食、儿
科心电图诊断模型研究、银翘马
勃解毒颗粒治疗疱疹性咽峡炎、
抗支解毒颗粒治疗肺炎支原体
感染的临床研究等项目都已通
过 验 收 、鉴 定 为 国 内 领 先 水
平……

在崔文成看来，中医人应努
力发挥中医药适宜儿童保健的
养生优势，发挥中医药预防为主
治未病的预防优势，发挥多学科
联合治已病的治疗优势，不断满
足儿童健康需求，为儿童健康成
长保驾护航。

攻克疑难病症，深耕
中医特色绝技，中药医治
心脏呼吸消化免疫疾病均
有奇效……济南市中医医
院儿科保持和发扬了中医
药特色，运用中药和自制
制剂、名牌特色技术贴敷
疗法、推拿、保留灌肠、经
皮给药、雾化吸入等治疗
儿童疾病，均有独到之处。
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发挥
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优
势，扩展服务、提高质量，
全心全意为儿童提供最好
的卫生与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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