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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家住桥头胡街道店前王
村的陈先生在妻子陪同下，来到县第
三医院耳鼻喉科就诊。原来，他到宁
波市第一医院就诊时，得知自己所看
的专家陆徐在宁海西店也坐诊，比之
前起大早赶火车到宁波，又要转车去
医院方便多了。

宁波市第一医院耳鼻喉宁海诊疗
分中心，属县第三医院推出的“一院
一品”特色专科建设，由县第三医院
执行院长陆徐管理。今年上半年市一
院增至 3位专家下沉，共投入 200万元
专项资金用于购置医疗器械。上半年
耳鼻喉专科门诊人次达到10156人，重
启手术室，率先在全县开展中耳等三
类手术，特色专科门诊已初显成效。

自去年底宁波市第一医院全面托
管以来，共有宁波市第一医院 28位专

家下沉服务，从原先周二看专家转为
“专家天天见”，全方位开展新项目、
新技术诊疗服务。今年上半年，医院
医疗业务收入 2233 万元，同比增长
14%；门诊服务人次131031人，同比增
长 6%。同时，开展CT、肠镜等新项
目，截至目前已完成CT检查 1743人
次，有效提高医疗诊断质量。

双下沉两提升有效增加了县第三
医院快速、准确诊断抢救的能力。来
自宁波市第一医院、现任县第三医院
副院长的王红幸清楚地记得在今年8月
17日中午，20余岁的小郑全身大汗淋
漓、捂着胸口急匆匆地冲进宁海第三
医院的抢救室，中午值班的医生冯飞
亮和护士杨才双第一时间冲到抢救室
接诊，启用除颤仪监护、开通静脉通
路、留取血标本。与此同时，宁波市

第一医院的专家团队心内科坐诊专家
孙静、超声科专家胡寅峰、急诊护士
长黄腾第一时间赶来现场。心血管专
家孙静排除了患者有动脉瘤或是其他
心脏结构畸形的问题，诊断发现患者
心脏结构及瓣膜功能均正常。在仔细
询问下得知，原来是小郑长期怀疑自
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加之与工友发
生冲突之后情绪激动、呼吸急促而引
发的癔症。

县第三医院通过对医生分专业、
分层次、多形式、多举措培训，逐步
提升医生对疾病的认知，提升医疗整
体技术水平。上半年已外派 16名骨干
人员进行进修；院内指定传帮带有 30
人次，开展午间学习培训60余次。

县第三医院：
开设特色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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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双下沉两提升”工作启动后，宁海县第二医院外
科在宁波市李惠利东部医院的指导下，成功开展了甲状腺
肿瘤腔镜下根除、胃肠根治等手术，让宁海老百姓在家门
口就享受到三甲医院优质的医疗服务。图为宁波市李惠利
东部医院外科执行主任费正磊医生，带领宁海县第二医院
医生查房。

图为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十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
县第一医院胃肠外科执行主任卢列盛为宁海患者进行腹
腔镜下低位直肠癌根治手术。卢列盛担任县第一医院胃
肠外科执行主任后，受到了患者的普遍肯定和信任，也
为推动县第一医院胃肠外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县中医医院每周都有来自上级医院的专家
坐诊。图为上海市中医医院下沉专家范兴良副
主任医师在坐诊。

2013 年，浙江省推行“双下沉两提

升”工程，县妇保院是全省首批35家“省

县合作办医”试点之一。通过五年的实践

探索，在省专家的帮扶指导下开展新技

术、新项目 60 余项，多项技术实现零突

破。如今，县妇保院无论是在学科建设，

疑难疾病诊治能力还是管理能力上都跃上

了新台阶。

不单在县妇保院，县第一医院、县中

医医院、县第二医院、县第三医院……从

县级医院到乡镇卫生院，各大医院纷纷与

上级医院牵手合作。目前，全县共有6家

医院与 21 家上级医院开展紧密型合作办

医，扶持科室53个，上级专家除了坐诊看

病，手术带教外，还帮助医院建立质量管

理体系，培养骨干。

通过与大院大所结对协作，宁海医疗

水平不断提升，今年上半年，宁海市民在

县域就诊比例达到 85.6%，县外市内住院

病人从去年的 12.9%下降到今年的 3.1%。

如今的宁海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北

京、上海、杭州、宁波等不少医院的名医

专家，真正做到了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

医疗服务。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县中医医院、县

妇保院、县第三医院等，通过他们的讲

述，近距离聆听合作办医演绎的春天故事。

在省下沉专家的指导下开展师承制培养模式，遴选导师12名、学员40名，
采用师带徒形式制定个性化培养计划，开展门诊、查房、手术、教学、科研、培
训等手把手带教工作，并对科室规范化建设、管理、党建、文化、医务人员培养
等进行指导，努力培养和提升医院骨干队伍的临床诊疗和业务能力，促进青年医
生快速成长。图为县妇保院钟亚莉、谢霖医生在省妇保院副主任医师洪丽华手把
手带教下进行门诊坐诊。

中午 12时，已是午餐时间，但来自上海市中
医医院肿瘤科的朱为康副主任医师，却还在县中
医医院的国医馆坐诊，门口还有病人在候诊。“等
你最后一次化疗结束，中药就要跟上了，只有将
体质调理好，才能应付接下去的内分泌治疗和放
疗产生的副作用。”朱主任正在为一名加号的乳腺
癌化疗病人耐心分析病情，并交代她接下来的治
疗方案。像这样的工作，已经成了他们的常态。

自从县中医医院新院区搬入后，一流的硬件
设施让患者啧啧称赞。为了提升软实力，医院与
上级大院大所牵手合作，先后成为上海市中医医
院浙东分院、宁波市中医院宁海分院、台州市立
医院协作医院之后，相继引进了中医肿瘤、中医
肝病、内分泌科、针灸推拿康复科等上级医院的
优势学科，尤其在中医肿瘤、肝病、内分泌及小
儿抽动症等疾病上有很大的学术突破。先后邀请
到严世芸、李雁、祝峻峰、陈霞波及郎伯旭等一
大批国内享有一定声誉的名家大医，定期到县中
医医院开堂坐诊、把诊问脉。名医大家的进驻，
除了让宁海的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外，更吸引了宁波、象山、温州等周边地区的患
者。今年上半年，县中医医院中医肿瘤科门诊人
次5097，较同期增长36.30%。

去年，医院共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53项；县
级科研立项 5 项；尤其是“治未病学”被列为

“十三五”浙江省中医药（中西医结合）重点学科
“基层优势类”建设计划，实现了宁海县省级中医
药重点学科零的突破。新项目带来新发展，去年
医院中医肿瘤科、内分泌科、肝胆病科、疼痛科
门诊人次分别增长 42.09%、263.07%、25.47%、
34.16%。医院新增失眠专科、心理咨询门诊、小
儿推拿等专病专科门诊，吸引了不少周边县市群
众前来就诊。此外，医院还发挥下沉专家的管理
和学科建设能力，开展师带徒活动，促进本院医
生快速成长。

请进来，还要走出去，医院选送 58名医院管
理、医护人员赴上级医院进修轮训，提升骨干队
伍的临床诊疗和业务能力。

据介绍，医院整体搬迁后，由 150张床扩张
到目前的 335张，骨伤疼痛康复科、神经内分泌
科、手足外科、消化内科、呼吸心内科、肛肠普
外科、肿瘤科、肝胆病科等 8个住院病区床位使
用率达71%左右。成立8个县级中医诊疗中心，进
一步提升诊疗科学性。医院还获批 5项县级科技
立项，承办国家级继续教育班 2期，省级继续教
育班 1 期。获批浙江省中医药大学中医实习基
地、上海中医药大学教学基地……一个个数据，
一张张笑脸，一番番蝶变，县中医医院借着“双
下沉两提升”这股东风，奋力向前！

今年 9月底，家住宁海桃源街道的
梅女士被查出患宫颈癌，去上海、杭州、
宁波等地就医。沪杭甬等三甲医院的医
生，都建议梅女士在各自所在的三甲医
院手术。梅女士听说宁海妇幼保健院有
杭州知名下沉专家做手术，坚持回宁海
手术。“杭州专家陈主任为我做的手术，
切口缝得真不错，没几天，就能下床活动
啦。”梅女士逢人便说。

“以前去杭州做胚胎移植手术，术前
所有检查都要跑杭州，起码跑了10多趟
才能取卵。现在所有的前期准备工作都
可以在宁海妇幼保健院完成，只要指标
合格，就可以到杭州省妇保院取卵，移植
以后的检测、检查等都可以在宁海完成，
确实方便很多。”市民吴女士抱着二娃开
心地说。

这样的变化，对于宁海市民来说早
已不是新鲜事。合作办医 5年期间，宁
海妇幼保健院乳腺科从原先只有一位保
健医生，现已成为“省妇保乳腺疾病诊治
宁海分中心”团队。“合作办医给我们带
来的不仅仅是技术、管理上的先进经验
方法，更多的是理念的更新和改变。
2012年我规培结束到宁海妇保院工作，
从一个对于手术只停留在纸面上的小医
生，到现在能够独立完成乳腺三类及部
分四类乳癌手术……”县妇保院综合科
副主任唐鹏挺口中的变化，得益于县妇
幼保健院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
医院建立托管关系后，省城大专家进驻
医院，自此医院在技术、人才培养、管理
等方面均有质的飞跃。借助合作办医的
便利条件，县妇保院将上级优质管理理
念引入本院，提升了全院职工的凝聚力
和归属感。在人才培养方面，该院不仅
选送医院管理、临床医生、护理人员共
92 名到省妇保院免费培训、进修和轮
训，还在省下沉专家的指导下开展师承
制培养模式，遴选学员 40名，采用师带
徒形式制定个性化培养计划，努力培养
和提升医院骨干队伍的临床诊疗和业务
能力，促进青年医生快速成长。

5年内，在省专家的帮扶指导下开
展妇科微创、妇科肿瘤、乳腺外科、高危
产科、新生儿科、检验科等学科领域的新
技术、新项目共 60余项；通过厅局级课
题科研立项6项，县级科研立项19项；医
务人员发表论文 50余篇，其中 SCI论文
2 篇；开设再生育门诊、糖尿病一日门
诊、更年期门诊、新生儿专科门诊、中医
外治门诊、督脉熏蒸馆等，全力推进专科
精细化建设。

依托与省妇保院的合作办医，宁海
妇幼保健院不断加快“名院、名科、名医”
发展，先后成为全国妇幼保健院中医药
工作示范单位、全国基层妇幼保健机构
示范中医馆、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盆底康
复基层培训基地、浙江中医药大学教学
医院、上海新华医院联盟医院、浙江省儿

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浙江省优生优育
优教指导中心、浙东区域新生儿专科联
盟单位、浙江省中医妇科专科联盟单位、
浙江省儿童生长发育专科联盟单位。成
立 12 大诊疗中心，进一步规范诊疗流
程，同时引进浙大妇院名医工作室、全国
知名小儿泌尿外科徐珊名医工作室、宁
大附院眼科中心杨路名医工作室，让宁
海妇女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内外乃
至全国的优质医疗资源。

5年来，产科危急重孕产妇抢救成
功率达 100%，无产科因素转诊。微创手
术占比由70%升至91.16%，妇科三类手术
占比从 2013 年的 23.5%上升到目前的
60.2%，四类手术显著增加，其中腹腔镜下
的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乳腺癌
保乳根治等手术实现了县内零的突破。

县妇保院：
医患都叫好

县中医医院：
名医大家带来虹吸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