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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濮阳市深化医疗服
务价格改革，在广泛调研的基础
上，出台“两降一升”措施，让医
患双方实现了“双赢”。11月29
日，在全省深化医改经验推广暨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高峰论坛上，
濮阳市的“理顺医疗服务价格，
优化医院收入结构”工作经验，
作为全省“医改十大创新举措”
捧回了奖牌。这是全省18个地
市卫生健康委仅有的两个获奖
者之一。

作为第三批公立医院改革
国家联系试点城市，河南省濮阳
市遵照国家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的“总量控制、调整结构、有升有

降、逐步到位”的原则，在保证医
院良性运行、医保基金可承受、
群众整体负担不增加的前提下，
于今年2月1日启动以医疗服务
价格调整为重点的改革措施，合
理提升诊疗、手术、康复、护理、
中医、儿科等的服务价格，让医
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在薪酬上得
到体现，刺激医务人员的积极
性，提高服务水平；适度降低大
型医用设备检查检验价格，取消
药品和耗材加成，理顺医疗服务
项目的比价关系，优化医院收费
结构。

那么，何为“两降一升”呢？
降成本。启动药品耗材联

合议价采购，从源头降低治疗成
本，全市公立医疗机构组成濮阳
市药品耗材集中采购联盟，首批
完成 500 个品规的高值医用耗
材的谈判价格，平均降价 12 个
百分点，全年可节约资金 5000
万元。

降价格。实行药品耗材零
加价，大型设备检查价格下降，
全市医疗机构全年减收9000万
元，为让利患者提供了条件。

提升服务费。手术费、护理
费等适度提高，适当提高医务人
员的薪酬。

“两降一升”在濮阳全市各
级医院实现了全覆盖，患者和医

务人员都得到了实惠。在濮阳
市妇幼保健院，一位肿瘤患者
说：“这里药品便宜，检查和输液
都少了，而且服务好，俺很满
意。”濮阳市妇幼保健院妇二科
护士长谷明霞说：“医疗价格结
构调整，净化了风气，赢得了患
者的认可，现在医疗纠纷少了。
医务人员的劳动得到了尊重，大
家对自己的付出感到了心理安
慰。”

在濮阳市人民医院，普外
二科副主任胡黎明告诉记者，
医疗价格结构调整可以说回归
了本原，也就是说医生是看病
的，不是卖药的。患者省了钱，

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得到了体
现。濮阳市人民医院财务科崔
建国提供的费用表格显示，一
位张姓结肠癌患者的材料费节
省 187 元，西药费节省 1700 元，
治疗费多出 990 元可以通过医
保报销。

还有一个可喜现象，许多
患者在简易门诊让大夫开一张
处方，在医院买药，因为医院的
药比社会上药店的便宜。医疗
价格结构调整，让大处方消失
了、过度检查现象没有了。医
疗价格结构调整，让医患双方
都有了获得感，实现了双惠双
赢。

濮阳医疗服务价格“两降一升”
实现医患双赢

本报记者 陈述明 通讯员 佀晓阳 管松利

本报讯（通讯员卫永强 陈琳霞）11月29
日，以弘扬漯河本土文化为主要任务的漯河文
化研究院在漯河市揭牌。据介绍，漯河文化研
究院是全省首家由地方政府与高校联手成立
的地方文化研究机构。

为了推动漯河文化研究的繁荣发展，漯河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积极贯彻漯河市委七届七
次全会精神，在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市社科
联、市“四城同建”办公室的扶持下，主动对接
全市“四城同建”战略定位，依托学校人文社科
资源，积极搭建漯河文化研究平台。提前半年
谋划，出台《建设方案》，下拨专项资金，成立由
校长赵志军任院长的领导机构，在机构设置、
建设目标、建设内容、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做出
明确的制度规定，确保漯河文化研究院发展的
长期化、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助推漯河文
化走向全国和世界。

目前，漯河文化研究院共成立了6支专题
研究团队，分别是贾湖文化（先秦文化）研究团
队、汉字文化（许慎文化）研究团队、红色文化
（英雄文化）研究团队、民俗文化（根亲文化）研
究团队、古今名人地名研究团队和水旱码头
（沙澧文化）研究团队，先期出版了一批研究论
文和研究著作。

在同日举行的首届漯河文化研究高峰论
坛上，著名李白、杜甫研究专家、河南省社科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葛景春作了《杜甫、公孙大娘
与漯河》报告；新疆师范大学原副校长、中国人
民大学特聘教授、西北大学研究员薛天纬作了

《盛唐的一位女舞蹈家和两位大诗人》报告；北
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专家、博士生导
师邵永海作了《试论〈说文〉段注的别一义》报
告……据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河南省社科院、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
省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就漯河文化研究成果分别作了
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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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讯
员王利永）11月29日17时，在安
阳县人民医院二级甲等医院评审
反馈会上，安阳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副主任张金文宣布：“安阳县人
民医院符合二级甲等医院标准，
通过二级甲等医院评审！”

在安阳县人民医院二级甲等
医院评审活动中，评审专家组以
严谨的工作态度、务实的工作作
风和高水平的专业技术，对安阳
县人民医院进行了现场评审验
收。评审专家组成员一致认为，
安阳县人民医院二级甲等医院创
建工作扎实有效，各项规章制度
齐全，条款落实到位，硬件设施完
善，院容院貌整齐，医务人员积极

性高，科室建设、信息化建设扎实
完备，已达到二级甲等医院标准。

安阳县人民医院院长李国强
告诉记者，二级甲等医院只是一个
起点，该院医务人员将按照“打造
豫北知名三级医院”的远景目标，
围绕县域医疗中心建设和医共体
建设，规范医疗服务行为，促进医
疗服务高质量运行；加快人才梯
队建设，增强医院改革发展的内
在动力；紧盯业务增长目标，保障
医院发展的可持续性；加强学科
建设，积极开展新技术新项目，提
升医疗服务范围，增强医院核心
竞争力，全面推进医院建设和发
展，把医院办成服务好、质量好、医
德好、政府放心、群众满意的医院。

安阳县人民医院

通过二级甲等医院评审

连日来，商丘市睢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区直医院广泛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积极
参与“艾滋病检测月”和“性病防治宣传周”系列活动，倡导公众增
强个人健康意识，正确认识艾滋病。

赵忠民 曹永宏/摄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黄宏伟 王 涛 潘春凤）
为了进一步宣传普及艾滋病预
防知识，倡导大家关怀帮助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提高
全社会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认
识，当天，罗山县计生协会、罗
山县健康教育中心、罗山县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罗山县人民
医院共同开展了以“社区动员

同防艾，健康中国我行动”为主
题的宣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
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发放防
艾手册和防艾用品等方式，积
极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提高
了居民对艾滋病的了解。据介
绍，此次活动共发放防艾宣传
手册、折页 200 余份、防艾用品
100余份，获得广泛好评。

同时，在世界艾滋病日当
天，罗山县定远乡卫生院、庙仙
乡卫生院、山店乡卫生院、潘新
镇卫生院、丽水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老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也开展了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
传活动，积极引导群众养成良
好的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营
造全民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
良好氛围。

罗山县积极开展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乔晓娜 通
讯员邹 强）记者从淅川县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获悉，日前，该县
通过实施艾滋病预防干预及关
怀救治等有效措施，进一步强

化艾滋病防控工作。
淅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积极开展艾滋病预防干预和关
怀救治工作，对艾滋病患者和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时进行

100%随访干预。同时，淅川县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进一步推
进高危人群干预工作，在娱乐场
所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以
及设立孕产妇监测哨点等。

淅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强化艾滋病防控工作

12月1日，漯河市郾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辖区内10个医疗单位到漯河市职业技术学院参
加全市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在活动现场，郾城区各医疗单位工作人员发放了干预包、安全套、宣
传纸抽、毛巾及生活小礼品，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艾滋病，认识到检测是知晓感染艾滋病病毒的
唯一途径；要做到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

王明杰 平素君/摄

12月1日上午，漯河医专第二附属医院、漯河市第三人民医院
等单位的医务人员和青年志愿者，到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参加2019
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活动，向广大学生宣传艾滋病防控知
识。图为医务人员和青年志愿者在艾滋病防治宣传背景墙上签
名。 王明杰 纪雨辰 卢 闯/摄

一位 22 岁的中国女留学生
小雯（化名）不幸罹患骶前囊肿，
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医院得
到及时治疗，可她放假回国后复
查发现，骶前囊肿复发了。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小雯和
她的父母陷于了一次又一次的
纠结中：选择哪家医院就诊，选
择哪位专家手术，选择什么样的
手术方式……他们一家又是怎
样做出艰难选择的呢？

多伦多市的首次治疗
今年 8 月的一天，小雯发现

骶尾骨部位剧烈疼痛。经过一
番周折，她来到多伦多市最大的
医院急诊，被确诊为骶前囊肿。
加拿大医生在影像学引导下放
置导管进行囊液引流，小雯感觉
疼痛减轻。几天后，她被告知治
疗结束，可以出院了。

1 个多月后，小雯利用假期
回国探亲。临近假期末，细心的
母亲放心不下，决定让宝贝女儿
在家乡青岛做个复查，意想不到
的是，小雯的骶前囊肿体积再次
扩大至治疗前大小。

小雯病情的复发，让他们一
家开始了一段艰难的寻医路。
他们先是访遍青岛市的医院，然
后又走进国内多家大医院，得到
的答复几乎一致：骶前囊肿虽然

是良性的，可以手术切除，但复
发率高，很难根治！

那段时间，小雯一家度日如
年，一筹莫展。一个小小的骶前
囊肿，加拿大的医生治不好，难
道在中国也治不好吗？
用大数据“挖掘”出河南医生

小雯的母亲是注册会计师，
见多识广，在她的潜意识里，总
是感觉到骶前囊肿不是什么不
治之症，这么大个中国，一定有
医生能治愈这种疾病！

于是，小雯的母亲通过中国
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等
国内外的学术网站和检索引擎，
查阅与分析全国的相似病症案
例与手术，特别关注了北京、上
海、广州等大城市大医院。但查
阅结果发现，在全国范围内，类
似骶前囊肿的案例不是很多，
北、上、广等地医生相关手术每
年大概也就2台~3台。

这位执着的母亲很是失望，
再一次陷入焦灼中。就在她打
算另辟蹊径时，一家医院、一位
医生的名字进入了她的检索视
线里：河南省肿瘤医院主任医师
王刚成，在近几年里独创了多项
国家级、省级手术方案，开展骶
前囊肿手术 80 多例，无一例复
发。

这是真的吗？在小雯的母
亲看来，这样的医院应该是更大
城市的医院，这样的医生应该是
知名度更高的医生，一位河南的
医生能行吗？

小雯的母亲纠结了，但在纠
结之余也萌生了一丝希望与期
待。
一次非同寻常的医患“对话”

经过多方考虑后，9月29日，
小雯一家飞往河南郑州，想当面

“看看”这家医院，“见见”这位医
生。

初诊中，一次非同寻常的医
患“对话”开始了。

小雯的母亲问王刚成：“一
个医生告诉我，他的手术方式是
腹腔镜下切除，但弊端是术中无
法完整切除，术后会复发。”

王刚成点了点头说：“的确
如此，这位医生很中肯！”

小雯的母亲是“有备而来”，
接着问道：“有专家看过您手术
图片，认为您骶前切口太大。”

王刚成愣了一下回答道：
“无论切口大小，术后不再复发
才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如果小
切口能切除干净，我为什么要开
大切口呢？况且，没有哪个医生
愿意选择开大切口的！”

小雯的母亲满脸的疑惑有

点舒缓了。
王刚成接着说，如果选择手

术，我们一定会考虑到小雯的年
龄和未来生活质量，选择从骶前
入路手术，尽可能避免经腹手
术，这样的术式虽然切口比较
大，但能保证在手术中视野充分
暴露完整切除囊肿，同时又能避
免腹部切口带来的不美观，以及
开腹导致输卵管粘连，可能出现
的不孕不育。

小雯的母亲张了张嘴，但没
有再问下去了，因为王刚成的一
番话已经回答了她余下的疑问。

一次次纠结后的最终选择
初诊后，小雯一家没有当

即选择在河南手术，而是怀着
复杂的心情回到了老家青岛。
也许，他们心中固有的名院、名
医，还有地域情结并没有完全
摆脱。

回到青岛的几天里，小雯一
家仍在犹豫不决中。“如果小切
口能切除干净，我为什么要开大
切口呢？况且，没有哪个医生愿
意选择开大切口的！”他们的耳
边不时回响起王刚成这句既自
信又实在的话。

秋天的青岛，开始有了丝
丝凉意，但小雯一家却越来越
感 受 到 了 来 自 河 南 医 生 的 温

暖。他们终于决定，小雯的手术
就选择河南的医院，选择河南的
医生！

之后的过程就显得常规而
又简单，因为对于王刚成和他
的团队来说，这样的手术已经是
常态。10 月 17 日，小雯的骶前
囊肿被切除后，王刚成第一时间
把小雯父母叫进了谈话间，平静
地告诉他们“小雯的手术很成
功！”

就在王刚成转身返回手术
室的一刹那，小雯的父亲禁不住
失声痛哭。男儿有泪不轻弹。
这眼泪蕴含着不仅是激动，是疼
爱，更多的是忐忑不安的心终于
落地。

多少天来，小雯一家费尽千
辛万苦咨询了多少家医院、多少
个专家，得到的答案“或是术中
可能出现骶前大出血，或是术后
可能肛门失禁，或是术后可能复
发”；现在的结果是“术中没有出
现大出血，肛门及直肠周围组织
保护很好，而且骶前囊肿被完整
切除！”

就在前几天，小雯的母亲还
给王刚成发来微信：女儿完全康
复，已经重返多伦多，继续完成
她的学业。感谢河南医生！感
谢河南人！

一位中国留学生就医之路的艰难选择
本报记者 董文安

近日，焦作市中心血站与河南理工大学联合开展无偿献血
活动。图为大学生们正在献血。

王正勋 王中贺 李俊光/摄

“小伙子太‘执着’！看来，这
次我是真退不回去他的‘礼’了！”
近日，外出培训的洛阳石化医院
妇产科医生关涛在电话中无奈地
对同事们说。

关涛他们退不回去的“礼”是
一面大红的锦旗。

一年前，关涛给“准妈妈”邵女
士做过手术。手术康复后，怀孕
的邵女士非常担心，从刚怀孕就
一直找关涛看病。不久前，眼看
宝宝要足月出生了，为了图个安
心，邵女士的丈夫便给关涛送去了
500元的红包，关涛一再推脱，家
属却执意要给，僵持不下；为了消
除家属的顾虑，让产妇稳定情绪
顺利生产，她只好暂时收下“红
包”，事后便将此事告知了医院综
合办工作人员，在术后把这500元
钱帮邵女士交成了住院费用。

经过剖宫产手术，邵女士顺
利产下一名女婴，一家人欢喜得
不得了。待母女俩的情况稳定
后，关涛便将 500 元的交费凭据
送到了邵女士家属的手中，告诉
她医务人员是拒收红包的，并让
她放心，所有的医生护士都会竭
尽全力照顾好每一位病人。产妇

出院后，妇产科医护团队又及时
上门回访并叮嘱注意事项，无法
表达感激之情的邵女士家属就又
专程来到医院，送上了一面锦旗，
于是便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对于洛阳石化医院妇产科的
医务人员来说，像这样的事情经
常发生。

关涛在电话中对记者说，自
她来到洛阳石化医院工作至今，
在20多年里，病人给医务人员塞
红包的事情每年都有，金额从几
百元到上千元不等，但都被医务
人员婉言谢绝，“大家都很自觉，
有的会自己直接退还给病人，有
的会帮病人交成住院费用”。

此外，在洛阳石化医院综合
办的电脑上，有一个文件夹，专门
汇总着每年医院各科室医务人员
拒收红包的记录。同时，该院也
按相关规定给予拒收红包的医务
人员奖励。

洛阳石化医院的医务人员表
示，家属的感激之情我们能够理
解，但红包坚决不能受。正是这
样的医德仁心，始终不忘“以病人
为中心”的初心，才能得到了病人
由衷的感激和爱戴。

当“执着”医生
遇到“执着”小伙……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权燕燕

全省相继开展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