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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强晓玲

上午 9 点，李海娇带着儿子从诊疗室里出来时，情绪平复了
许多。接诊专家检查认真仔细，病情分析清晰明了。

“知道这个专家是谁吗？”
“北京儿童医院的院长！”
一旁候诊家属的悄悄话，让进京寻诊的李海娇惊喜中感慨

“自己的孩子太幸运了”。
的确，这个距离北京儿童医院 40 公里外，北京顺义妇幼保

健院的耳鼻喉专家门诊，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每周一的“规
定动作”。

早晨 6：20 出发，晚上七八点钟回家，门诊、手术、院长办公
会、院中层干部会、处理事务性工作……倪鑫周一的日常，也如
北京儿童医院众多医护人员的日常，这些“额外”的“规定动作”，
他们一做就是几年。

为什么？
地处北京西二环外的北京儿童医院，前身为北平私立儿童

医院，是由我国现代儿科医学奠基人诸福棠院士于 1942 年创办
的。它曾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儿科医院。

曾经，每天这里超过一万人次的门诊量中，70％的患儿来
自全国各地，就诊挂号的队伍排上了二环主路，为求一号的家属
把临时帐篷搭进了院东草坪，被戏称为“火车站”的就诊大厅熙
熙攘攘，大包小包随处可见。

怎么办？
在北京，从 2012 年开始探索性地对大兴区人民医院儿科

科室托管，到联手首都儿研所面向 22 家市属三级医院儿科设
立“北京市儿科学科协同发展中心”，再到 2018 年，挂牌成立
北京儿童医院天坛诊疗中心、世纪坛诊疗中心等儿科紧密型
医联体。把北京儿童医院的品牌植入到综合医院的儿科，通过
提升诊疗能力，让周边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同质化的儿
科医疗服务。

在全国，2013 年牵头组建跨省专科联盟——北京儿童医院
集团，探索“患者不动、医生动”的医联体服务新模式。成员单位
辐射 26 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的 2000 多家基层医疗机构，获益
儿童达 2 亿多，约占全国 0－14 岁儿童总数的 80％，在全国初
步构建起“首诊在基层、复杂病例远程会诊、疑难急重患者转诊
无障碍”的儿科四级医疗服务体系联动模式。

就这样，几年里，在每一个奔忙的医护人员的身影中，从“北
京儿科是一家”到“全国儿科是一家”的发展理念中，“额外”的
“规定动作”如星星之火，点亮了整个中国儿科学科协同发展的
新模式。

数据显示，2018 年，北京儿童医院门（急）诊量比 2017 年下
降约 14％，外地患儿占比下降到 50％以下，总量下降近三成。
与此同时，医联体成员单位门诊量呈现明显增长。

2017 年 4 月 13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
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出台。医联体的四种模式由此初具模
型：城市医疗集团、县域医共体、跨区域专科联盟、远程医疗协
作网。

其中，先行一步的北京儿童医院集团跨区域专科联盟被作
为样板模式在全国推广。

沉下去：专家门诊开到家门口

令倪鑫没想到的是，所到之处反响强烈。尤

其是专家、临床、科研、教学、预防、管理等“六个

共享”，让地方医院领导及医护人员看到了诚意

和希望

2012 年 3 月，作为北京市新一轮公选院长，倪鑫带着市医
管局（现在的“医管中心”）提出的三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出任北京
儿童医院院长。

“如何解决老百姓看病难？”
“如何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
“如何解决医院人才外流现象？”
每天面对着院内的杂乱拥挤、院外那一张张寻诊无望的眼

神，倪鑫想，这些 70％来自外地的患者当中，到底有多少该来？
又有多少不该来？他们为什么要来？

“能不能采取一个办法，让这些病人能够相信当地医疗机
构，相信当地的医生，不离开当地就医，更不用旅途劳累到外地
去看病。”院长办公会上，倪鑫首先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们的专
家能不能下沉地方，‘病人不动，医生动’，联合地方医院解决好
当地百姓‘看病难’。”

从2012年底开始，经过集体调研论证，“北京儿童医院集团”
于2013年5月正式成立。第一批全国9家医院加入。倪鑫说，“我们
在全国范围内整合了一些实力强、有规模的省级儿童医院及妇
幼保健院，一家一家走访，一个一个去谈。”

开始也有顾虑，地方主管部门愿不愿意？地方医院主管领导
愿不愿意？合作医院的医护人员愿不愿意？

令倪鑫没想到的是，所到之处反响强烈。尤其是专家、临床、

科研、教学、预防、管理等“六个共享”，让地方医院领导及医护
人员看到了诚意和希望。

合作以理事会为组织形式，下设学术委员会和秘书处。各
医院安排专人兼职理事成员单位秘书，协调服务工作。学术委
员会负责学术引领，并将成员单位的专业人才整合成“集团专
家”。通过派驻管理团队，完善地方医疗、质控、门诊等管理制
度，开展学术讲座、临床带教、指导查房、疑难病会诊等，实现
了专家、管理“双下沉”，直接造血成员医院，填补地方儿科特
色专业空白。

目前 29 个成员单位中，295 名以专业分组的“学术委员
会专家”，由专家委员会统一协调管理。

当北京儿童医院的专家门诊“开到了家门口”，地方及周
边患者自然汇聚过来。当那些跑到北京就诊的外地患者听专
家亲口说，“过几天可以在你们省里做手术”时，不用再往北京
跑的患者“是真的激动啊。”

倪鑫说，“对于病患来讲，‘进京看病’压力非常大。这项举
措不仅帮助患者省掉了不少就医成本，更解决了他们的旅途
劳累，非常有意义。”

2015 年，时任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安徽省儿童医院调
研医改情况，对北京儿童医院医联体创新模式给予了积极充
分的肯定。

原来在前期调研中，北京儿童医院发现在外地患者中，安
徽省的血液病患儿很多，于是决定选派本院血液科主任和护士
长“下沉”到安徽省儿童医院组建并托管其血液科，经过地方宣
传，很快北京儿童医院来自安徽省的血液病患者明显减少。

安徽省血液病患者在就近得到优质医疗诊治的同时，部
分特殊情况的患者，可以通过“绿色通道”直接转诊到北京儿
童医院，“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为挂号、住宿等等发愁了”。

201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陈
竺到河北省考察，看到北京儿童医院专家坐诊河北省儿童医
院“特需门诊”，听取介绍后，陈竺说，“这是在医改过程中，充
分使医联体达到效果的好办法，是实实在在的专家出诊，不是
挂红旗。”

倪鑫说，“我们是整个团队形式的下沉基层医院，带动学
科发展，满足病人需求，推动基层医教研防，有别于所谓的医
生走穴。”

倪鑫说，成员单位之间是通过竞争考核机制的医联体模
式，理事会每年会按照考核机制，制定成员医院的发展规划，
“例如基层贫困地区医生培训、组建辐射本地区的医联体，要
像毛细血管一样，将优质医疗资源分配到基层各个角落。”

2017 年，北京儿童医院作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正式获
批。倪鑫说，按照国家中心、省、地市、县乡，“分级诊疗才能得
以真正实现”。

作为专科医联体的试点样板，北京儿童医院还分别托管
了河北省保定市儿童医院和河南省儿童医院，以分院的形式
开展诊疗工作。

这些年来，北京儿童医院在没有增加人员的情况下，全员
专家“动”起来。

“‘额外’的工作量也要有‘额外’的收获。”倪鑫介绍，一些
获得副高职称的年轻医生在下沉基层的过程中，迅速成长起
来，成为“知名专家”。同时，在薪金补贴方面向“动起来”的专
家倾斜，给年轻专家增加比例，在合作医院给予补贴支持。

经过几年的实践，北京儿童医院外地患者门诊量逐年下
降，医联体医院门诊量却在明显增加。倪鑫说，“医学是一门实
践学，专家下去了，病人不走了，案例丰富了，当地医疗水平就
上来了。”

提上来：托管科室不再“小儿科”

当曾经的弱势科室因为医护人员的作为

得到各方认可时，“小儿科”的天坛中心也在

天坛医院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咳嗽，殷主任刚给看了，说没大事。”拿着处方准备去拿
药的金宝妈说道，“昨晚网上预约的号，上午不到 9 点来的，不
到一个小时就看完了。”

去年，天坛医院搬迁新址，家住北京南四环的金宝妈觉得
“政府给发了个大红包”，让她惊喜的是天坛儿科挂出了“北京
儿童医院天坛诊疗中心”的牌子。

之前“金宝”有个头疼脑热的都会直奔北京儿童医院，“没
办法，儿童医院的小药就是管事。”但每次就诊也让她想想就
头疼，“人山人海，要排上半天队。”

如今家门口的“专家门诊”不仅环境好，而且方便又踏实，
让她真正感受到了这个“大福利”。

宽敞明亮的大厅，整洁有序的诊室。笑称自己“看得慢”的
殷菊一个上午没有停歇，30 多个号，看完已是下午一点半。在
北京儿童医院呼吸科工作了 20 多年，殷菊如今被派到天坛中
心已快一年。

“忙还是那么忙，只是工作地点变了。”每周一、四在天坛，
周三在北京儿童医院出专家门诊，殷菊的任务，就是要把天坛
的小儿呼吸学科带起来，在儿童医院的业务研究更不能丢，
“呼吸科常见病多，把感冒发烧的小病留在当地治疗，把疑难
危重症筛查出来，通过绿色通道转诊到北京儿童医院。所以每
天除了门诊、病房筹备，更多是要梳理流程，解决问题。天坛小
儿药品比较少，化验检查也不够全面，需要一步步完善。”

“天坛很强，三甲，但儿科很弱。”精明干练的赵成松是天
坛诊疗中心主任，“除了神经内科，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处理不
了，天坛医院希望我们能给予支持。”2018 年，在北京市医管
局统一调配安排下，双方以托管形式合作，有着丰富的儿童医
院管理经验的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助理、门诊部主任赵成松带
着两名科室主任殷菊、齐宇洁受命前往。

每周至少有三天在天坛医院，除了出专家门诊，操心更多
的是把这个单一专长的科室如何全面提升？如何规范建设？赵
成松心里很清楚应该怎样不走弯路，更明白如何在两院之间
建起一条绿色通道。

一年的磨合，不断的规范，增加门诊类别、增加输液、化
验，开设延时门诊等等服务措施，天坛诊疗中心门诊量同比增
长了 180％，进入天坛医院科室排名前十位，住院人数增长
67％，床位使用率增长 3 . 3％，平均住院日降了 7 . 3％。“治疗
效率高，病人周转率高。”赵成松解释，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天
坛中心运行良好。

与殷菊一起被调到天坛中心的齐宇洁是北京儿童医院新
生儿专家，“之前在儿童医院更多只是动动嘴，现在必须亲自
动手，把比较规范的设置移植到这边是当务之急。”

正忙着病房改造的齐宇洁快人快语。
新生儿疾病多为突发，紧急复杂，不能怠慢，随时待命的

齐宇洁，对于科室医护人员的规范培训更是不能放松。她说，
“虽说大家都受过儿科的相关培训，但这边不像儿童医院案例
多，临床经验丰富，一些救治流程可能很长时间没有用到，一
旦出现，我在现场就给大家‘吃了定心丸’。”

北京天坛医院儿科医生、副主任医师王桂芬说自己是紧
密型儿科医联体新模式的受益者，“天坛名气大，但我们科室
是‘小儿科’，奖金少，人不多，整体实力比较差。自从三位主任
来到中心，一年来，门诊服务能力提升了，收入提高了，临床经
验、学科水平的提升更让自己有了成就感。”

“之前我们以小儿神经科为主。”王桂芬说，“如今新生儿、
普儿呼吸科、内分泌三科已经规范建立起来，以前要去儿童医
院排长队的普儿患者，现在来我们这里都可以解决，真正做到
了让病患就近医疗。”

王桂芬觉得合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学科研究平台，除
了临床案例的丰富，年轻医生有了更多的机会到外面去学习、
交流，发表论文，“这对于医生的成长特别重要，尽管工作量增
加了很多，但收获更多。”

当曾经的弱势科室因为自己的作为得到各方认可时，“小
儿科”的天坛中心也在天坛医院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看着天坛中心的成绩单，赵成松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合作是造血，是让综合医院的儿科能迅速成长起来，再
去对接辐射到社区医院，真正实现小病留在社区，大病直通北
京儿童医院，实现了儿科初级门诊筛查，避免了医疗资源重复
浪费，把分级诊疗实实在在的做起来。”

对于殷菊来说，这种形式除了帮扶，更是对自己能力与业
务的提升，“至少在小儿神经内科方面学到很多，这是一种相
互的促进与提高。”

每天 24 小时待命的齐宇洁说，“忙归忙，但成就感是会让
人上瘾的。”

引进来：完善机制才能留住人

“从最初构思筹建，到顶着压力不断尝

试，我们希望未来不断依靠技术资源去整合

平台，让一方百姓真正受益”

每天驱车 80 公里，往返于北京城与郊区顺义之间，每周
至少四次，这样的生活，57 岁的耿荣已经“跑”了 4 年。

2015 年 3 月，北京儿童医院与顺义妇幼保健院正式签
约，以托管形式合作发展。当时，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耿
荣被委派来做儿科主任。这所区级二甲医院给耿荣最初的印
象是，“哪儿哪儿都黑乎乎的，除了省电，更多还是儿科的接诊
量并不多。每天到点上班，到点下班，中午还有两个小时的午
休。”耿荣直觉，“这哪儿像个医院啊。”

几年来，北京儿童医院派出 240 多名专家先后在顺义妇
幼保健院参与门诊、查房示教、手术、双向转诊等全方位帮扶，
并开设了小儿心脏、肾病科、小儿外科、血液肿瘤科等 24 个专
业门诊。2016 年，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幼保健院整体门急诊
总量和儿科门诊量分别同比增长超过 20％，有效缓解了市区
就诊压力。

如今，仅儿科门诊量每天最高达到 1800多人次。耿荣说，“工作
量大了，要求也更高了，但大家的精神面貌比起以前要好很多。”

如今，经北京市卫健委等多项综合考评显示，顺义妇幼保
健院各项绩效考评均名列前茅。作为顺义妇幼保健院妇产科
专家，副院长米鑫见证了几年来医院发生的变化。“托管前，我
们经常是倒数第二第三。”随着儿科等重要科室信任度的极大
提高，顺义妇儿医院在 2018 年成为国家级儿童早期发展示范
基地。米鑫说，“发展是跨越式的。”

最令米鑫兴奋的是，研究遗传基因的李巍院长的到来，让
顺义妇儿医院在医学科研方面的软实力大大增强。“遗传与生
殖实验室的成立，不仅提升了整个医院在遗传科学领域的研
究实力，每年有多篇学术论文发表，不断完善的临床科研体
系，这些在区级医院是难以想象的。”

2015 年，倪鑫从中科院“挖”来了李巍，“他是搞遗传代谢
疾病的，正好顺义有产科，我们如何真正去体现从孕产就开始
的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从遗传基因筛查到遗传病疑难杂症
的诊断，李院长的研究非常有意义。”

作为北京市儿科研究所副所长，李巍同时担任着北京儿
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执行院长。如今，顺义妇儿医院的遗传筛
查项目，已将孕前、产前、新生儿的体系建立起来，特别是新生
儿筛查，组织了目前国际领先的国内一万多例的“多中心研
究”项目。李巍说，“这样就能够把一些遗传病尽早筛查，早干
预早诊断。”未来不仅满足北京儿童医院的诊疗需求，更可以
辐射并惠及全国各地的孩子。

谈及下一步的发展，李巍说，如今医院最大的困难仍然是
人才问题，已经成为严重制约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未来发展
的瓶颈。“目前，双方的‘托管’集中在业务的‘托管’，而作为一
家区级二甲医院来说‘吸引高端人才非常困难’，而自己培养
的人才又常常被其他三甲医院的‘橄榄枝’吸引。”

倪鑫感慨，“这些年我们真的能体会‘什么是摸着石头过
河’，一点点的探索，一步步的推进。”

2016 年，“福棠儿童医学发展研究中心”成立，成为全国
首家从事儿童医学发展研究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组织，
自此，北京儿童医院集团跨区域专科联盟的发展有了更多的
资源与服务保障。

倪鑫说，有了福棠中心，对于一些省级贫困地区医生的培
训，以及对外学科交流合作研究有了更有力的支持。如今除了
国内的 29 家成员单位，福棠中心与全球多家知名儿童医院都
有合作，“真正实现了辐射国内，连接世界”。

畅想未来，倪鑫说，这些年，坚持下来，靠的是“情怀”，
“家国情怀”，“从最初构思筹建，到顶着压力不断尝试，我们
希望未来不断依靠技术资源去整合平台，让一方百姓真正
受益。”

如今，在高峰时间段的北京儿童医院里，就诊大厅整洁有
序，院东草坪也早已不见了私搭的帐篷，曾经，就诊挂号队伍
排上二环路的那一幕已然成了历史。

北京儿童医院“候诊帐篷”是怎样消失的
建设医联体，“病人不动医生动”，外地患儿看病不用再往北京跑

地处北京西二环外的北京儿童医

院，曾经每天这里超过一万人次的门诊

量中，70% 的患儿来自全国各地，就诊

挂号的队伍排上了二环主路，为求一号

的家属把临时帐篷搭进了院东草坪，被

戏称为“火车站”的就诊大厅熙熙攘攘，

大包小包随处可见

如今，在高峰时间段的北京儿童医

院里，就诊大厅整洁有序，曾经就诊挂号

队伍排上二环路的那一幕已然成了历史

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医疗联合体，简

称医联体，是指由不

同级别、类别医疗机

构之间，通过纵向或

横向医疗资源整合

所形成的医疗机构

联合组织，是提升基

层医疗服务能力的

重要举措

北京儿童医院

医联体成员单位辐

射 2 6 个 省 份 ，共

2000 多家医疗机构，

获益儿童达 2 亿多，

占全国儿童总数的

80％

▲ 2014 年 4 月 10 日，北京儿童医院排队挂号的人群。 （新华社资料片） 制图：陈琰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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