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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中医院30周年发展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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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伏牛千秋帝乡，龙岗
圣地传承岐黄。30年前，在美
丽的白河之滨，在医圣（张仲
景）荣光的照耀下，在湖南省
衡阳市召开全国中医工作会
议之后，南阳市中医院诞生于
人杰地灵、广袤富饶的豫西南
盆地。30年峥嵘岁月，30年风
雨兼程，30 年奋勇开拓，30 年
沧桑巨变。30年，是历史长河
中的一瞬间。乘着改革开放
的东风，南阳市中医院迎来了
30周年华诞。

南阳市中医院从建院之
初，就受到国家、省、市中医药
主 管 部 门 的 重 视 和 厚 爱 。
1988 年，时任卫生部（现为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部长、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胡熙
明为该院题写了院名“南阳地
区中医院”；其后，张文康、朱
庆生、佘靖、王国强等历任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以及河
南省中医管理局历任局长都
先后到该院视察、指导工作。
30年来，中医院人一起艰苦奋
斗和顽强拼搏，经受了种种磨
难和挫折考验，医院不断发展
壮大，由最初医疗设施设备落
后、各种人才短缺，逐渐发展
成为一个集医疗、教学、康复、
保健于一体的豫西南闻名的
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是全市首
批商业、河南油田职工及城镇
职工、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工
伤医疗保险定点医院，附设

“南阳市中西医结合儿童医
院”和“南阳市椎间盘病诊疗
中 心 ”“ 南 阳 市 中 毒 诊 疗 中
心”，为南阳理工学院直属附
属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和南
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实习医
院、全省首批中医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基地，全国中医、中
西 医 结 合 执 业 医 师 考 试 基
地。在上级卫生主管部门的
关心和南阳市委、市政府的支
持下，该院始终以弘扬和传承
张仲景学术思想为己任，30年
的救死扶伤，30 年的薪火相
传，不断谱写祖国传统医学的
新篇章。

特色立院
30 年来，南阳市中医院在

历任院长的带领下，走过了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
程，从最初的专业分类单一到
今天规模庞大的三级甲等中
医医院，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长
足发展，医院的建设逐渐形成
规模，品牌实力和知名度得到
快速提升。

该院的发展定位：坚持中
医医院的办院方向，弘扬传承
中医药优秀文化，彰显中医药
特色优势；实施“树名医、创名
科、建名院”战略；坚持走中西
医结合的路子，形成“西医不
落后、中医有特色、人才成梯
队、服务优质、管理规范，在业
界有一定影响的中医医院”发
展格局，力争把该院打造成豫
西南中医医疗、康复、保健中
心。

拓展医疗业务范围，离不
开 特 色 专 科 和 重 点 专 科 建
设。南阳市中医院发挥中医
药特色优势，打造豫西南医疗
高地，全心全意为南阳人民健
康服务。医疗工作是医院工
作的核心。通过 30 年的不懈
努力，南阳市中医院的医疗业
务无论是规模、数量还是技术
质量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各科室均拥有代表性诊疗
项目，该院由建院初期的 3 个
病区发展到现在的 26 个优势
病区；全年门诊人次由当初的
成百上千增至 30万人次，出院
人次由数十百人次增加为 1.2
万人次。走进该院针灸推拿
科，浓浓的艾香味儿便扑面而
来，古色古香的设计给人以安
详、平和的感受，长长的艾条
散发出袅袅的烟雾，细如发丝
的银针在医师的手指下快速
地提、插、捻、转，颈肩腰腿疼
痛、面瘫、失眠等疑难杂症便
迎刃而解。

目前，该院开设急诊、心
血管、脑病、肿瘤、肾病、老年
病、儿科、骨伤、妇产及普外、
胸外、脑外、肛肠、烧伤整形、
微创、腔镜外科等 26个优势病
区，针灸推拿、皮肤病、糖尿病
等 30 多个特色专科；近年来，
该院所用的中药由单一的草
药发展为免煎颗粒、小包装饮
片、智能颗粒等剂型，新建了
煎药房和膏方室，满足患者

“一日一剂一煎”的需求，极大
地方便了患者。中医特色更
加显著，综合竞争力明显提
升，门诊及住院人次逐年增
加，南阳市中医院走出了一条
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按
照“院有优势、科有特色、人有
专长”的发展思路，突出“名
科”建设，重点发展了儿科、老
年病科、骨伤科、肿瘤科等中
医重点专科。其中，儿科为

“十一五”国家重点专科；老年
病科为“十二五”国家重点专
科建设单位；骨伤科、肿瘤科

为省级重点专科；针灸推拿
科、微创外科、急诊中毒中心
在当地颇有名气。

省级重点中医专科——
骨伤科下设“南阳市椎间盘病
诊疗中心”，开设 3个病区。老
年病科是该院的后起之秀，目
前已建成两个病区，并于 2012
年成功申报国家级重点专科
培育单位。肿瘤科是省级重
点中医专科，采用中医、中西
医结合综合疗法治疗各种良
（恶）性肿瘤；急诊科是河南省
“五一先锋号急救站”，并成为
全省第一家在地市级医院设
立的中毒诊疗中心；肾病科拥
有 36台透析设备、1300平方米
透析大厅，是全市规模较大、
布局规范的血液净化中心；泌
尿系统微创治疗已步入全市
先进行列。

此外，南阳市中医院还是
全省首批开展中医药预防保
健及康复服务能力项目建设
单位之一。儿科康复治疗室
于 2000 年 6 月建立，2011 年 10
月单独成立儿童康复病区，与
国内医院专家进行技术合作，
在豫西南小儿脑病康复的治
疗上独树一帜。为了支持医
院中医特色建设，该院老专家
们无偿献出多年的临床验方，
由医院申报河南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消癥丸、
解郁安神丸、疏肝化瘀丸等 39
个院内制剂供不应求。目前，
该院投资 400余万元建成的现
代化中药制剂室，不仅可以满
足院内制剂的生产，还可以接
受其他中医单位的来料加工，
成为南阳市中医医疗单位中
药制剂加工的生产基地。

切诊五季脉搏，护佑八方
苍生。30年来，南阳市中医院
用医者的行动和爱心，做到了
大医精诚，护佑苍生。牢记三
级甲等中医医院的社会责任和
担当，该院先后与 85家医院进
行了医联体授牌仪式，其中市
直三级医院 2 家，县级医院 12
家，基层医院 71家，形成了“签
约、授牌、义诊、讲课”四位一体
的医联体布局模式。加强中医
适宜技术推广工作，培训乡村
医生 5000余人，进一步推动了
中医药服务“进乡村、进家庭”。

人才兴院
“医院发展必须以人为

本，只有重视人才、培养人才、
储备人才，才能真正确保医院
可持续发展。”经过 30年发展，
目前，该院拥有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 716 人，其中高级职称 76
人，中级职称 218人，全国优秀
中医临床人才 4 人，省（市）级
名中医 10人等。

人才是医院发展的决定
性因素。该院坚持根据德才
和岗位需求选拔、培养人才，
以事业前景和待遇吸引人才，
用感情和服务留住人才，采取

“一引进，二培养，三师承”方
法，在政策上扶持，业务上支
持，待遇上倾斜，坚持不懈地
抓好人才队伍建设。

该院的发展离不开一支
技术过硬的学术专家队伍。
南阳市中医院建院初期就集
中了全市有影响的名老中医，
他们基础知识扎实，知识渊
博，又汲取了现代医学知识，
临床思路开阔，积累了较为丰
富的临床经验。近年来，该院
心脑血管病专家赵青春、肿瘤
病专家李新德、肾病专家黄志
华和李林运等 4 人入选全国
200名优秀中医临床人才；肾病
专家高惠然、中西医结合脑病
专家王心东入选全国名老中医
药专家继承工作学位导师，并
分别建立名老中医工作室；吴
林鹏、高惠然、王心东、赵青春
被评为全国中医人才传承指导
老师；心脑血管专家赵青春、刘
占国等被授予南阳市中医“十
大名师”；内科主任王小青、李
永贵、乔松彦被评为南阳市最
美医生；7名临床骨干被遴选、
进入仲景书院研修班，并顺利
结业。护理部主任李哲荣获

“全国中医医院百佳护士”；张
春霞荣获“全国中医医院优质
护理服务先进个人”；医院感染
管理办公室主任徐付霞、骨二
科护士长庞玉洁荣获“河南省
中医优秀护士”；儿科总护士长
马桂云、骨二科护士长庞玉洁
先后荣获“南阳市十佳护士”荣
誉；内三科护士长王娜礼、儿七
科护士长王位被评为南阳市最
美护士等。

管理强院
医院要生存、要发展，要

在竞争激烈的医疗市场中立
于不败之地，必须不断练内
功、强内涵、抓管理。狠抓内
涵建设，以中医药文化建设为
引领，全面推进医院各项工
作，已成为南阳市中医院多年
来的共识。该院全方位体现
中医药文化特色，极大地提升
了医院核心竞争力，同时为推
动南阳市中医药事业发展起
到了积极作用。该院严格按
照《三级甲等中医院评审标
准》和《大型中医院巡查细则》
的要求，把落实各项细则指标
作为提高管理水平，完善服务
功能，强化中医特色，提高医
院核心竞争力，加速医院良性
发展的重要抓手，树立“医疗
安全是核心，工作流程是重
点，细节管理是关键，中医特
色是根本”的理念，按照评审
细则，落实核心制度，实行常
态化和量化管理，层层抓落
实。通过加强制度管理，全院
共同努力，促进医院科学规范
运行，安全稳定发展。在绩效
考核中，该院把体现中医特色
的中医治疗率、饮片使用率、
非药物治疗率等列入考核内
容，使全体医务人员逐步建立
起系统的中医思维模式。

建院初期，该院就确立了
坚持“一切为了病人”的发展
理念。医院高度重视便民医
疗服务，施行全年“无假日医
院”，24 小时满足全市人民群
众急诊、夜诊的诊疗需求；为
了简化就诊流程，提供划价、

收费、结算一站式服务，开展
门诊“一卡通”及“预约叫号系
统”；实行住院“一日清单制”，
让患者花的每一元钱都明明
白白；建立综合服务中心，提
供导医、导诊服务，预约挂号，
便民开药，建立住院患者随访
制度，强化医疗监督。该院配
备 5 辆专用救护车，患者在急
救中心一旦被确诊，立即开通
就诊绿色通道。该院积极筹
措资金，购置大型医疗设备，
比如 64 排双螺旋 CT（电子计
算机断层扫描）、大 C 形臂等
为临床检查、治疗保驾护航，
确保医疗质量。

以文化院
在医院文化建设过程中，

经过广泛征集，2011 年年底，
该院先后确定了具有浓郁中
医特色的院徽、院训和院歌。
该院紧紧围绕“勤求古训 博
采众方”8个字，将中医药文化
的基本理念融入医院核心价
值体系中，并将中医药名人名
言融入一些规章制度、操作规
范及员工手册中，确立了“仁
和 、精 诚 、博 学 、创 新 ”的 院
训。该院认为环境形象是中
医药文化的重要载体，能够给
公众和员工留下极其深刻的
印象，提高了群众的认知度。
为此，该院在装修、改造过程
中，统一设计，分步实施，审美
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突出仲景
文化和汉文化特色，充分利用
庭院、大堂、走廊、候诊区等区
域来全面展示中医药文化，在
全院形成了浓郁的中医药文
化氛围。该院根据科室特点，
在病房、医护办公室、治疗室、
公共活动区等区域用精美的
图画和简洁生动的语言宣传
该专科相关的中医药科普知
识、诊疗特色，以及古代医家
对专科疾病诊疗的学术思想、
中医格言等；每周利用固定时
间，由医护人员带领广大患者
练习太极拳、太极剑、健身操
等，从而使群众从诊疗环境、
就诊方式、服务态度等方面切
实感受到中医药文化的博大
精深和独特魅力。

服务无止境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

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
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对中医
药服务的需求程度越来越高；
患者对治疗的过程、服务环
境、温馨化程度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该院由于受到规模的
限制，原来诊疗区域无法满足
不同患者的就医需求。在《中
医药法》颁布实施之后，借助
南阳市被国家确立为中医药
综合改革试点市的东风，南阳
市中医院新区医院院址规划
被列入 2018年市委、市政府九
大专项工程，计划占地面积
300 亩（1 亩=666.67 平方米），
这将为该院的发展插上腾飞
的翅膀！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一家设备先进、环境优美、服
务优质的现代化中医医院将
矗立在南阳市东北新区，将为
豫西南地区人民提供更好的
中医药保健服务！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
悬。30年的不断探索，30年的
风雨历程，几代人的不懈追
求，铸就了南阳市中医院人

“仁和、精诚、博学、创新”的医
院精神，书写了“一切为了病
人”的光辉篇章。岐黄之道源
远流长，中医药文化博大精
深。在美丽富饶的南阳大地
上，南阳市中医院全体干部职
工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必将
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大型义诊 古色古香的煎药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