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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入推

进的一年。同样，作为我国医药卫生重要组成

部分的中医医疗机构也在萌动变革之中。

但中医医疗机构如何找准自身定位，建

立符合人民群众健康需求、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的现代化中医院，是时代的考验，更是责任

与担当。

作为吉林省具有引领和指导地位的吉林

省中医药科学院，也是处在了发展的十字路

口。

十二五初期，在院里处于相对优势的儿

科、老年病科、心病科等临床科室，是职工只

能拿到七成工资的主要来源。

面对优势不优、特色不特的窘境，如同横

垣在医院发展面前的一辆抛锚的战车。如何

在春潮涌动的中医药发展大势到来前恢复战

斗力，找准症结，打破困局，势在必行。

而此时，重新组建的新一届院领导班子，

审时度势，向外深刻分析中医药发展大势，向

内深度剖析自身短板所在，果断提出，向特色

要效益，向优势要发展。

实施“名科”品牌战略。

2013 年时的儿科、老年病科、心病科、血

液病科等已经小有名气，但距快速发展的人

民群众健康需求似乎慢了半拍，服务思维亟

待转变，服务模式亟待更新。

大力加强专科内涵建设。不断总结专科

诊疗经验，继承名老中医学术思想，挖掘民间

特色疗法，吸纳其他医院先进经验，突出专科

中医药特色优势，形成优势病种诊疗方案，并

每年对其进行总结、优化，提高中医临床疗

效。

加强专科人才梯队建设。通过进修学习、

跟师学习、参加学术会议和短期培训等形式，

培养科室学术继承人和骨干力量。合理利用

专科建设经费，配置眼震视图分析仪、冷热器

刺激仪、前庭诱发电位系统、悬吊训练系统、

OCT、肺功能测试系统、吞咽语言诊疗仪等先

进设备，提高专科的诊疗能力和服务能力。

努力增强医疗核心竞争力。促进创新，鼓

励重点专科引进实用性强、临床疗效好、社会

效益好、具有特色优势的新技术、新疗法，对

具有较好发展潜力的医疗技术进行改进、提

升，进一步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提高中医临

床疗效。

同时，通过业务院长查房、早交班、科主

任例会和不定期检查等方式，对重点专科上

级医师查房质量、病历内涵质量、特色疗法应

用、诊疗方案和临床路径执行情况等进行重

点检查，保障专科内涵质量。

如今，儿科、老年病科、肺病科、中风

康复科、心病科等重点专科得到迅速发展，

国家级重点专科床位数平均大于 30 张，中

医诊疗设备齐全，人员结构合理，诊疗技术

及特色疗法多样， （下转第 2 版）

（通讯员 修立） 临床基本操

作技能是每个医学生必须具备的

实践能力。 8 月 17 日，护理部

举行为期 3 天的护理实习生操作

技能培训，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

和长春市第二中等专业学校的近

40 名护理实习生接受了培训。

此次培训内容包括气管切开

患者的护理、心肺复苏术、洗胃

术。培训班上，内科总护士长刘

颖通过对气管切开患者护理措施

的讲解，使实习生初步了解到气

管切开患者的套管、切开部位感

染的护理，如何为患者吸痰，湿

化气道等；急诊科护士长马喜玲

通过对心肺复苏术的操作讲解，

重点让大家认识到如何实施有效

的心肺复苏术；急诊科护士张超

重点讲解了洗胃机的使用方法和

置胃管的操作流程。在现场演示

及实际操作环节，急诊科护士长

马喜玲、急诊科护士张超分别对

心肺复苏术、洗胃术进行了模拟

演示操作；中风康复科护士李丹

对气管切开患者更换套管护理进

行实际演示操作，加深参加培训

人员的记忆，提高了培训效果。

下一步，实习生将在各科带

教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加强练习。

护理部计划于 9 月中下旬对实习

生的护理技能操作进行逐一考

核。

我院举行护理实习生操作技能培训8 月 30 日，我院机关第二党支部召开了“以黄

大年同志为榜样，对照先进找差距，争做新时期合

格共产党员”专题组织生活会。省卫生计生委副主

任、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邱德亮到会督导，院长陈

心智、党委书记李景生代表院党委参加会议 ,李景生

书记对会议进行点评，副院长王贵亮以普通党员身

份参加支部组织生活。会议由支部书记主持。

会上，每名党员对照黄大年的先进事迹，对标看

齐，查找差距，认真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了

交流思想、增进团结，明确方向、促进整改的目的。

邱德亮副主任对会议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

出，今天的会议开的很好，很成功，感到很欣慰。大

家对此次组织生活会高度重视，准备充分，发言认

真，个人发言重点与工作衔接紧密，切合实际，自我

批评深刻、思想交流坦诚。

他要求，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基础作

用。基层党支部是我们党最基础的细胞，“基础不

牢，地动山摇”，要切实发挥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和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坚持好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统一思想，为真正实现中

国梦而努力奋斗。二要加强支部建设。支部建设与

医院建设，与中医药事业紧密相连，要时刻清楚为

谁干、往哪儿干、怎么干。要充分认清党的工作就是

中心工作，是最大的业务工作。要建立规范的组织

生活制度，加强支部建设，推动省中医药科学院快

速发展。三要进一步创新支部工作方式。以此次组

织生活会为契机，有针对性的研究如何抓好支部工

作与中心工作相结合，抓好党建知识学习、时事政

治学习和重点问题的学习，借鉴好的经验做法，不

断创新工作方式，提高全院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

力，注重发挥党支部的示范和榜样作用，一心一意，

明确目标，在支部建设方面为党委趟出新路子。

（机关二支部）

邱德亮副主任来我院督导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

适势乘势 向特色要效益向优势要发展
许守年

砥砺奋进的五年

良枝苦叶，修身济人。

7 月 6 日，吉林省科技厅下达 《吉林省科技发

展计划 2018 年度项目指南》。为全面做好项目的申

报工作，进一步提高项目申报质量和数量，副院

长徐雅娟主持召开了项目申报动员指导大会。省

中医药科学院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浪潮下，

抓住机遇，利用优势，对中医药发展的难点、重

点和创新点，集思广益，开展对未来几年内各个

部门工作的整体规划和具体安排。

自此，2018年度吉林省科技发展项目申报工作拉

开大幕，省中医药科学院业务人员在原有前期工作基

础上，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标书撰写和课题申报工作。

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中的“中成药

产业化开发”对省中医药科学院来说是重中之重。

省科技厅支持中医优势病种的中药复方、经典名

方、组分中药、单体新药、高端剂型新产品的产

业化开发，支持疗效确切院内制剂的中药新药产

业化开发，这与我院科研和临床结合、水平和效

益并重的发展理念不谋而合。省中医药科学院科

研人员和临床部门合作可追溯至上世纪末，这不

仅是省中医药科学院长期以来的发展根本，更给

省中医药科学院节约了成本，带来了发展机遇，

有众多人员踊跃在这方面申请立项。

“加强制药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是此次计划

的重点之一。省中医药科学院科研队伍和科研思

路处于行业领先，历来强调“产、学、研”三者

结合，在与优秀制药企业的合作中，攻克了众多

创新课题，不但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亦为申报国

家课题奠定了基础；省中医药科学院创新能力一

流，业务人员长期奋战在科研技术的第一线，足

有能力指导制药企业进行新项目的研制、开发，

科研人员们也纷纷涉猎此立项方向。

“中药材生产技术集成、质量标准提升及规范

化生产基地建设”是此次计划的另一重点。重点支

持以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为技术支撑的生产基地

建设。省中医药科学院相关课题组抓住此次的机遇

与挑战，投入到紧张的申报备战之中。一些年轻人

员缺乏经验，有畏难情绪，前辈们拿出习近平总书

记曾经引用过的诗句告诫他们“风物长宜放眼量”，

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工作和能力。“临渊羡

鱼，不如退而结网”，唯有不断进取和踏实肯干，才

能不断提高，胜任一项又一项挑战。

在“医药大品种技术升级与产业化”方面也有

新的计划和投入。支持 2016 年销售收入超过 1000

万元的中成药大品种开展技术升级与产业化；支

持以提升中成药质量稳定性、有效性和安全性，

以及中成药生产的智能化水平提升研究。“纵使思

忖千百度，不如亲手下地锄。”针对这项激励政策，

科研人员看到了机遇，与企业联手，对原有中成药

品种进行再加工、深改造，努力使老产品成为企业

的“拳头产品”。这不仅有利于“产、研”合作，还能增

强企业的效益，也能提升我院的科研水平，更有助

于中医药产业焕发蓬勃的生命力。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

设初级阶段的关键时期，也是改革和创新的关键期。

科研人员扎实过硬的专业知识、一丝不苟的工作态

度和上下通力的融洽氛围，给我院的开拓前行提供

了有利保障。2018 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但对

于中研院、对于科研人员来讲，是万万松懈不得的一

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科研队伍一定会以百分

之二百的专注投入到中医药产业的建设中。

待到扬帆起航时，圆我中国梦，成我青春事！

（文 / 王兆华）

以青春之我 创建青春之事业
———记省中医药科学院 2018 科技厅项目申报盛景

（通讯员 刘立威 万励） 9

月 9 日，由长春市卫生计生委、

长春 市中医药管 理局 主 办的

2017 年“服务百姓健康行动”

大型义诊活动在长春公园拉开序

幕。我院由肺病科、血液病科、

中风康复科等 10 名专家组成的

专家团参加义诊。

此次义诊活动，通过现场咨

询、发放健康宣传资料等，为广大

居民搭建了一个方便就医的平台。

居民们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争

先恐后的向各位医生咨询自己的

疾病情况。专家们更是热心接待每

位前来咨询的居民，耐心问诊、细

心把脉、悉心诊断，给出健康生活

建议，让大家远离不良的生活方

式，帮助他们改善健康状况，受到

广大居民的热烈欢迎。

此次义诊共接诊患者 120 余

人，发放健康养生材料 160 余

份，得到了广大居民们的一致好

评，很多居民表示希望以后有机

会经常到家门口为他们把脉。

我院积极参与“服务百姓健康行动”
大型义诊活动

（通讯员 张婷）日前，我院完

成了 2017 年度中医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招生工作。经过网上报

名、现场审核、笔试、面试，最终有

60 人成为我院 2017 级住培学员。

9 月 1 日，我院迎来了新一

届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

员。医务科、医保科、人事科相

关工作人员分别对学员们做岗前

培训，并对学员们关注的热点问

题进行答疑解惑。医务科负责培

训工作的日常管理与监督，协调

实施过程中的有关工作，以确保

培训工作的顺利进行。医务科科

长王丽新对新一届学员进行岗前

教育并提出考核具体要求。学员

们纷纷表示将严格遵守基地管理

要求，严于律己，认真学习，不

辜负基地老师们的殷切期望。

自 2014 年我院被确定为全

省两家国家级中医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基地之一，现已招收学员

180 人。我院高度重视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基地建设工作，把住

培工作同医院发展战略规划统一

部署，建立三级管理体系，发挥

统筹协调功能，完善专项培训制

度，保障工作有序开展。

2017 年度中医住培招生工作圆满结束

邱德亮副主任到会督导 机关第二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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