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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好一个病人 稳定一个家庭 和谐一个社会

海南省平山医院：点滴仁爱诠释医道大义

这是一片阳光地带，在
这里，他们用满满的爱心，
解开“心锁”，为患者送去人
间暖暖温情；在这里，他们
打造核心竞争力，治疗康复
一体化，让患者重获新生；
在这里，他们扛起社会责
任，积极开辟出“先诊疗，后
付费”绿色通道，让国家健
康扶贫落到实处……如果
说，精神疾病患者是被困锁
在孤岛之上的弱势群体，那
么，地处五指山阿陀岭下的
海南省平山医院就是呵护
他们身心健康的阳光家园。

作为海南省第二家省
属精神病专科医院，创办于
1979年8月的海南省平山
医院至今已经走过了快38
年的风雨岁月，其主要负责
海南中南部9个市县的精神
病患者的预防、诊断、治疗
及康复工作。最近几年来，
随着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的
不断深入以及医学科学的
不断发展，在省卫计委的直
接领导和当地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医院领导班子始终
秉持以“苍生为念，公益为
先”为内核的人文关怀办院
理念，以人民群众精神健康
为己任，锐意改革，创新管
理模式，走全部、全员、全过
程精神康复的品牌发展之
路，致力于海南中南部精神
康复服务中心的打造，以求
实现“治好一个病人，稳定
一个家庭，和谐一个社会”
的办院期许。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一路走来，平山医院领导一
班人和全院上下员工砥砺
前行，众志成城，今天的海
南省平山医院政通人和，其
良好的优质服务和显著的
医疗效果获得了社会的普
遍赞誉，医院品牌优势凸
显，弯道超车，正驶入发展
的快车道……

“精神病跟其它病种有着明显的
区别，精神疾病患者是特殊的弱势群
体，患者的治疗过程漫长，治疗期间
常处于被封闭和监管状态，以至于他
们的人性化需求往往容易被忽略。
正因如此，精神病住院患者更需要护
理人员对其进行全身心人性化的护
理，所以，爱心奉献，营造和谐温馨的
医疗环境，展示人文关爱已成为对精
神病人优质护理服务的主旋律。”在
平山医院，院长林展如是说。

为了给精神病患更贴心的人性
化服务，一方面，医院对治疗的患者
从入院到出院实行一对一的全程陪
护，虽然大多数综合医院都有陪护这
样一项服务，但都是一定比例，而在
平山医院却覆盖5个科室所有病区的

患者；另一方面，医院大力推行医护
一体化查房制度，医护人员在共同查
房的时候，护士和医生能够对发现的
病情及时采取治疗措施，达到共同护
理和治疗的目的。

与此同时，为了把这一项制度真
正落到实处，医院在所有的病区都安
装有电子巡更系统，对医护人员查房
进行监督。医护人员当天晚上查房
是否到位，第二天，医院管理人员通
过巡更系统就会一目了然，例如可以
得知巡视病房的时间是否足够，照顾
病人是否周到。这个系统，同样对工
勤人员进行监督。

为了提升优质服务水平，在内部
的管理上，从2010年开始，平山医院
便对内部医护人员实行全员绩效考

核。从2012年开始，医院成立客服
中心，以此解决患者就医就诊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了解患者对医院的满意
度，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医务人员工
作中出现的问题。到2014年，医院
开始推行二级量化考核，把优质服务
的细节具体量化到每个人，并依据能
力的高低，对中层干部重新进行调
整。在此基础上，通过医院文化管理
年活动、培训管理年活动、质量管理
年等系列活动，提高医院干部职工的
整体素质。

由于精神上的障碍，患者经常狂
躁不安，随时可能出现暴力行为。在
平山医院，很多精神病患者喜怒无
常，不开心时，会直接把饭菜撒在地
上，更严重者则是对医务人员漫骂殴

打，一些女护士就经常遇到被病人
“锁喉”。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医务
人员不仅要及时把地面打扫干净，还
要对患者笑脸相迎，像哄小孩子一样

“哄”，真正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
口。正如院方领导所言，做一名合格
的精神病医院医护人员非常不简单，
他们必须能吃常人不能吃的苦，能忍
常人不能受的气。

在平山医院，遇到不能自理的患
者，医护人员还要为他们洗澡、理发、
剪指甲、喂饭，甚至大便干结了要用
手替他们去抠，如同“保姆”。但对于
该医院的医护人员来说，护理这些病
人，虽然很辛苦，但当看到病人们能
平安健康出院，或在医院里开心地生
活，大家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平山医院，作为一名20多年在
精神疾病防治领域的老兵，林展知
道，精神病患者是一群特殊的群体，
以往靠药物治疗，只能控制病情，而
后期的康复治疗，则是患者能够正常
回归社会的关键。所以在对精神患
者的康复上，秉着“症而不病，病而不
残，残而不障”的原则，最近几年来，
医院彻底打破过去精神病患者“集体
关锁”传统管理模式，对病人实行“分
区、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倡导全部、
全员、全过程精神康复，让患者参与
室内和户外的康复治疗，通过家居、
劳作等技能的训练，给患者增加生活
的信心，更好地回归社会，重获希望。

为此，平山医院成立了康复部，
购置康复设备，建立完善各康复项目
基地，并根据患者个体情况，制定一
整套全面的心理、康复计划。同时积

极引进康复专业人才充实康复队伍，
全年参加家居、服药、手工、文体、电
脑、农疗、文娱、体能等训练及运动疗
法、音乐治疗、户外活动等康复项目。

2012年，平山医院在病房边的空
地上创办了农疗基地，每天该院的医
护人员带着患者来到这里养猪种
菜。从下种、浇水、施肥、除草等全程
指导患者操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指
导，患者就全部学会了，一来到菜地，
每个患者就各干各的活。每天早上，
病人还自己卖菜。他们把自己种的
小白菜、茄子、豆角等收好，在医院门
口摆卖，卖给院里的医护人员或患者
家属。称斤、收钱、找钱等，都是患者
自己完成，带队的医护人员只是在一
旁监督。

在平山医院，让患者参加户外康
复训练的内容很多，医院还让患者参

与医院的保洁工作，设立爱心超市，
安排患者当售货员……除了户外的
康复训练，室内的康复训练也是多姿
多彩，医院设立了棋牌室、健身室、阅
读室、卡拉OK室等。实践证明，经过
这一系列的训练，这些活动确实有益
于患者的身心健康，患者的精神康复
很好，在出院后可以更好地回归社
会，融入正常人的生活。

来自昌江黎族自治县的患者符
某，有20年的精神病史，2015年被送
到平山医院时，总是一个人默默地蹲
在角落里，有时情绪暴躁。医护人员
带他到农疗基地学习干农活时，刚开
始他什么都不会做，只是在那里发
呆。在医护人员耐心指导下，一个多
月后，符某不但主动去拿工具干活，
性格也变得开朗了。

在大家的印象中，医院是一个很

冰冷的地方，白色的墙壁、冰冷的器
械、浓浓的药味，这一切让人感觉内心
压抑。在平山医院，为有益于患者的
康复治疗，医院压缩其他方面的开支，
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致力于打造
更具人文关怀的医疗环境，体现了医
院康复治疗模式的转变。一方面，医
院把病区的墙壁粉刷成暖色调，并加
大对院区环境的美化、绿化，整个医院
生态环境良好，到处绿荫葱翠；另一方
面，加强对医院精神文化的建设，在院
内开设了一条文化长廊；印有医院愿
景、宗旨、服务理念等文字的灯箱依次
摆放，两旁鲜花拥簇，在长廊里拾级而
上，令人赏心悦目。

走进今天的平山医院，如果不是
大门外及办公楼顶上的招牌，你根本
不会想到这里会是一所精神卫生医
院。

在我国，精神病患者无论对家庭
还是对社会都产生了极大的危害性，
由于缺乏一套规范、连续的治疗和管
理体系，相当一部分重性精神病患者

“散落民间”，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潜
在危害者。也有一些精神病患者，由
于长期的治疗费用，让家庭不堪重
负，陷入贫困的境地。因此加强对精
神病患者的救护和管理，减少精神病
患者危害社会事件的发生，对维护社
会安定和谐，彰显公平正义，有着非
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几年来，平山
医院在加大对城市“三无”精神病患
者救治力度的同时，充分利用自己的
技术服务资源优势，积极走出去，为
政府排忧解难，做好对贫困重性精神
病患者的救治和健康扶贫工作。

2013年5月，海南省五指山市心

理危机干预中心在海南省平山医院
挂牌成立，这是全省成立的首家心理
危机干预中心。新成立的五指山市
心理危机干预中心整合五指山市心
理工作者资源，建立有关组织机构，
完善机构工作职责，并与120、110联
动开展工作。为及时满足人民群众
对心理危机干预的需求，海南省平山
医院还开通了心理咨询热线，充分发
挥该院作为琼中南部地区精神卫生
防治中心的实质作用。

2014年6月，平山医院精神卫生
技术指导中心在龙江农场金波医院
成功挂牌，此举标志着该院正式成为
平山医院精神卫生技术指导医院。
一年之后，又在该场珠碧江医院举行
揭牌仪式，旨在更好地为该场两所设
有（安宁科）的医院提供强有力的学

科建设、人才培训、医疗管理和技术
支持，为精神病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
环境。

2016年以来，随着国家脱贫攻坚
力度的加大，平山医院积极响应省
委、省政府和省卫计委的号召，将健
康扶贫工作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做，
坚决贯彻中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
基本方略，对健康扶贫工作进行周密
的安排部署，一方面，加强宣传，在医
院显著位置张贴健康扶贫的优惠政
策，并在全省精神专科医院中率先取
消药品加成，减轻病人医药负担；另
一方面，制定贫困患者就医流程，简
化就医程序，实行贫困患者“绿色通
道”，对于贫困患者就医问题，做到

“有人看病、有钱看病”。同时要求医
院所有健康扶贫工作人员要发扬“不

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深入基层，把
健康扶贫落到实处，坚决打赢扶贫攻
坚战。

去年3月，平山医院在对患者就
诊过程中，意外了解到在白沙黎族自
治县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里，有
11个精神病患者，他们因病陷入极度
贫困。得知情况后，平山医院联合白
沙卫生、疾控、民政、残联等部门及时
伸出援手。他们来到该村，给患者进
行诊断，并免费发放药物。这些患者
住院的医药费约70%可以通过新农
合报销，剩下的费用由当地民政、残
联等单位进行救助。鉴于患者家庭
的实际困难，林展当即表示，经报销
和救助后剩余的治疗费及伙食费由
医院全部减免，确保患者基本不用花
钱就能得到及时治疗。

一路风雨同行：
给我一份信任，
还您一生健康

如缕缕清风，似串串阳光，平山医院用
真情真爱诠释着“苍生为念，公益为先”这
一办院理念。虽然全体医务人员把每天的
工作看似是一些平常的小事，然而正是这
些小事，却温暖每一个精神病患冰冻的
心。医院涌现了以门诊部主任兼二科主任
周家彬、80后护士长米艳华为代表的全省
医疗服务标兵、服务明星，医院优质服务康
复品牌得到患者及家属的首肯，根据医院
客服中心患者和家属反馈的意见，他们对
医院员工的满意度一直在95%以上，很多
从医院康复出去的患者义务充当宣传员，
极力褒扬医院的好人好事。

就在本月初，一位患者家属用自己亲
身体验，写信给省卫计委领导，感谢平山医
院的医生和护士们，不但把他老伴从死亡
线上拉了回来，还像亲人一样去照顾她。
在信中，他用非常朴实的语言叙述了自己
在医院的所见所闻：这里的人个个彬彬有
礼，和蔼可亲，待患者如亲人。走进平山医
院，您会发现这里是鸟的天堂，花的世界，
处处生机盎然。走进平山医院，您更会发
现这里充满温暖和关爱。这里的医护人员
用厚德仁爱守护患者，至精至诚为患者治
疗，让每一位患者找到家的温暖……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当爱与被
爱的手紧紧捂在一起的时候，这里便成了
人间的天堂。

叔本华说，人的存在，就是在对理想的
追求和失望之间的永远徘徊。其实也就是
说，真正的追求是一种心灵的苦役。生活
中的强者既会知道心灵苦役的存在，又懂
得如何勇敢地应对，因为他们觉得，这种心
役才是人生真正的滋味。

或许是从医20多年每天与精神病患
打交道，林展对人生有了这一深层次的感
悟，虽然医院这几年取得了让人为之瞩目
的业绩，业务量从4年前发展到现在翻了
好几倍，但院领导班子始终保持着一个平
和的心态，林展坦言，医院目前面临的困难
还不少，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在高端人才
的引进方面一直不是那么理想。还有在对
特困精神病患者的帮扶上，投入的费用大，
长期下去，医院在经费方面压力很大。

林展说，平山医院将继续坚持既定的
办院理念和治疗康复一体化兴院强院之
路，在加大人才梯队建设力度的同时，强化
内部管理，把服务工作做精做细，向全国一
流现代化精神病专科医院步步迈进。

精神类疾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如果家
中有精神病患者应该怎么办？林展真诚提
醒社会：首先，要敢于承认现实，不能因世
俗偏见或者怕丢面子而讳疾忌医。其次，
要正确对待，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现实，一方
面给患者以情感上的支持和帮助，另一方
面要主动求医。最后，要尽早到国家正规
的精神病专科医院诊治，积极配合医生，对
病人进行系统、彻底的康复治疗。

健康的一半是心理健康，让我们与您
携手打开心灵的窗户，驱走心中的阴霾，让
阳光常住。“给我一份信任，还您一生健康；
只要就诊一次，终生为您服务。”责任所在，
动力所在。不管前面是风还是雨，平山医
院全体医务工作者将与您一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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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处彰显人文关爱：用心灵呵护心灵，用微笑换来微笑

核心提示

一切为患者回归社会着想：打破传统管理模式，制定科学康复计划

让贫困患者病有所医：加大基层救治力度，把健康扶贫落到实处

群山环抱中的海南省平山医院。

在2016年5·12国际护士节上，医院护士
许下庄重的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