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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atients visiting hospitals is that, large hospitals are overcrowded with patients, but there are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patients in community hospitals. The root cause is that the role of existing basic medical and health 

institutions has not been properly and fully utilized. If this situation cannot be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n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that the medical reform has embarked on the road to success. Therefore, if the overall medical development strategy can be 

implemented to provide more preferential support to the grass-roots hospital, in order to lead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social and 

medical development further, and facilitate the work of grass-roots hospitals; the work direction of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s, in terms of business philosophy, examination, treatment, technical means, hospital management,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in all directions etc.., has been adjusted accordingly, so as to create internal conditions and driving factors for more 

patients to return to the grass-roots hospitals; the large hospitals should also provide more corresponding support and help to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s in the focus of work,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medical 

institutions objectively at the higher medical level, we believe that the number and categories of diseases of patients visiting basic 

medical and health institutions will change a lot in the near future, even fundament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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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目前患者到医院就诊的现状是，大医院就诊的患者人满为患，而社区医院则相对不足，其根本原因是因为现有

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的发挥。此种情况如果不能从根本上予以改变，那就不能说医疗改

革走上了成功之路。因此，如能使总体医疗发展战略能向基层医院实施更多的倾斜扶持，以能更多的引领社会及医疗

发展的大方向，并助力基层医院工作的开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方向上，从经营理念、检查、诊断、治疗、技

术手段、医院管理、以及调动各方面资源，等等诸多方面，亦做出适应此种情况的积极调整，从而为更多的患者回归

基层医院创造内部条件和驱动因素；大医院的工作侧重点上亦给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从而在上

级医疗层面对基层医疗机构客观上给予助推腾飞作用，相信不久的将来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患者的数量及质量会

有很大的改观，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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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目前，在大城市，患者到医院就诊的现状是，大医院

就诊的患者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使本应在社会健

康医疗保健工作中发挥基础医疗及关键作用的卫生站、卫

生服务中心并未能起到和发挥其应有的重要功能和作用，

尽管，近一段时间以来，医疗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包

括：实施分级诊疗制度；医药分开；改善医疗服务质量；

规范医疗服务价格；医疗机构控费；财政分类补偿；医保

支付改革等多项措施[1，2]，但患者的流向并未发生实质

性变化，目前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依然主要是保证基本医

疗为功能主体，辅以一些公共卫生项目为主要目的的医疗

机构存在，没有真正起到其应有的、全面的社会健康医疗

保健看门人、维护者、守护者的角色作用。因此，要想根

本改变这种患者就诊流向的“脑体倒挂”的不正常状态，使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真正起到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找出

其发生的原因之后，还必须采取与之配套的、切实可行的、

符合实际的方针策略。首先，在政策上，要使总体医疗发

展战略能向基层医院实施更多的扶持倾斜，从而在社会、

医疗发展的大方向以及保障健康中国战略[3]的实施中，起

引领和推动作用；其次，明确患者到大医院就诊主要诊治

的疾病是：疑难杂症、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基层医院转

诊过来的患者、危急重症患者，其余的，应该留在方便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再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

方向亦应做出适应此种情况的相应调整，形成较为完善、

高效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4]。 

2．．．．社区医院患者不足原因分析社区医院患者不足原因分析社区医院患者不足原因分析社区医院患者不足原因分析 

导致目前这种患者就诊流向“脑体倒挂”不正常状态

的原因是： 

2.1．．．．社区医院无法满足患者需求社区医院无法满足患者需求社区医院无法满足患者需求社区医院无法满足患者需求 

在多数老百姓的心中，社区卫生机构就是保证基本医

疗，俗话说就是“开药的”。其医疗条件、医疗水平、医疗

技术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和要求[5]。虽然老百姓也深知，

去大医院看病也有些许令人不够满意的因素，比如说：由

于患者太多，某些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态度不够理想；还

有，看病几分钟，而各种排队要几个小时，有时甚至排了

很长时间的队，到了窗口却被告知号已挂满，无号了；再

有，去大医院看病的花费不菲，但由于很多人认为去大医

院就诊，可以相对放心的去诊治疾病，并且能够得到自己

相对放心的诊治结果，所以很多人仍然会涌向大医院看病

就诊。 

2.2．．．．社区医院医疗设备不足社区医院医疗设备不足社区医院医疗设备不足社区医院医疗设备不足 

社区卫生机构的各种检查手段欠缺、或是根本没有，

致患者不愿意多跑冤枉路。 

2.3．．．．社区医院药品配备不全社区医院药品配备不全社区医院药品配备不全社区医院药品配备不全 

社区卫生机构的各种药品无法满足患者需求，很多大

医院有的药物，小医院却没有，因此还得去大医院取药。 

2.4．．．．社区医院医务人员缺乏社区医院医务人员缺乏社区医院医务人员缺乏社区医院医务人员缺乏 

社区卫生机构的基层医务人员较为缺乏，很多医生不

愿意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至社区医院无法招到更多

高水平的医生。 

2.5．．．．社区医院积极主动性不够社区医院积极主动性不够社区医院积极主动性不够社区医院积极主动性不够 

目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仍然以行政命令为主导的完

成工作，而非主动、积极、创新驱动下的完成，致一些在

基层可以解决的问题，因怕“麻烦”、或者说“不必要的烦

恼”而不愿意涉足。 

2.6．．．．政府某些政策配置不够到位政府某些政策配置不够到位政府某些政策配置不够到位政府某些政策配置不够到位 

政府对基层卫生工作的某些政策、法规不够到位，致

基层医院惧怕发生医疗纠纷，从而不愿多事，比如说，居

家护理、居家养老、居家病床、居家康复等等方面。 

3．．．．社区医院应起到社区医院应起到社区医院应起到社区医院应起到、、、、并发挥的功能作用并发挥的功能作用并发挥的功能作用并发挥的功能作用 

首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能留住80%-90%的小医

院、小诊所可防、可看、可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并形成

对居民及患者主动的、积极服务；其次，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有责任和义务保障辖区居民身体健康，能够让管片辖区

居民的慢性病的发病率、突发急性病的死亡率逐年下降、

慢性病的管控率逐年提高；再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责

任和义务照料辖区老、弱、病、残及临终人员[6]，在成为

政府在老百姓养老、保健以及残疾人照料方面的左膀右臂

的同时，亦解除了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从而让居民真正放

心、家庭真正放心、社会真正放心。 

3.1．．．．医医医医、、、、护护护护、、、、防人员是中坚力量防人员是中坚力量防人员是中坚力量防人员是中坚力量 

3.1.1．．．．全科医师是核心全科医师是核心全科医师是核心全科医师是核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最核心的力量、最核心的资源是全

科医生，只要他们认真负责、服务好、技术好，就会在患

者心中永久占据重要的位置，一有健康医疗方面的问题，

那患者就会首先找他们自己信得过的、服务好的、能让患

者全面了解、理解自己病况、甚至预后及治疗的全科医生。

因此，发挥全科医生的主观、能动、创造性是社区卫生中

心能否留住病人的关键。 

3.1.2．．．．中医中药是传统中医中药是传统中医中药是传统中医中药是传统 

充分发挥中医师、中医药人员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作用，并优化中医医疗服务，要在辖区居民当中普及中医

预防、医疗、保健、健康知识，大力推广中医、中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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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在常见病、多发病以及身体健康、预防、保健方面的

作用，使百姓、患者在方便的社区医院得到传统医学照料

的同时，亦使祖国2000多年的传统医学文化深深扎根于基

层社区卫生机构及居民之中，并使患者从中不断获益。 

3.1.3．．．．终生照料终生照料终生照料终生照料、、、、服务居民服务居民服务居民服务居民 

对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所管辖区居民，从其一出生开

始，医务人员即应给其在社区卫生医疗机构建立终生医疗

档案，以在其生命的不同阶段予以相应的预防、保健、医

疗等照料，以及健康宣教等措施[7]，即，使每一个人从一

出生就知道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存在，也同时把他们的

“心”留在了社区。 

3.1.4．．．．贴心的预防保健贴心的预防保健贴心的预防保健贴心的预防保健 

在预防保健、疫苗接种方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

务人员应对全辖区的居民实施更加贴心的、亲民的、满意

的服务，包括，应用计算机联网制度，实施到时提醒、错

过补种、入户随访、群体特殊预防接种政策、等等措施。 

3.1.5．．．．居家患者医护照料居家患者医护照料居家患者医护照料居家患者医护照料 

社区卫生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去患者家庭出诊，包括：

护理指导、家庭病床的建立、空巢老人的照顾、换药、换导

尿管、家庭病床的输液等，医疗行政部门应当出台管理条例，

明确指明：出现突发及意外情况而产生的纠纷由谁来承担。

比如说，肌肉注射、或输液中出现过敏现象；家庭病床建立

期间、或者技术操作期间突发心梗等急性疾病而致死亡等。

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行动不便的患者、重病的患者、需要

照顾的患者，医护人员在社区给予他们医疗照顾时，才能真

正免除后顾之忧，才能放心大胆的、放开手脚的去工作，社

区卫生服务才能真正跃上一个新台阶。目前情况下，只能是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己制定、设计一套服务体系、方针、

策略，包括居家护理、居家养老、居家病床、居家营养、居

家康复、居家治疗等等方案，虽也有可操作性，但须获得上

级医疗行政部门的认可和审批。 

3.1.6．．．．康复患者照料康复患者照料康复患者照料康复患者照料 

对于康复患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该起到应有的康

复、照料、治疗作用。对于需要康复的病人，要为他们制

定详细的、切实可行的康复计划，并在一定时间内监督此

一计划的执行完成。 

3.2．．．．主动主动主动主动、、、、积极的药品服务积极的药品服务积极的药品服务积极的药品服务 

3.2.1．．．．行动不便可送药到家行动不便可送药到家行动不便可送药到家行动不便可送药到家 

老、弱、病、残等行动严重不便、并长期服药的人员，

政策允许范围内，在社区医院局域网内付费后，可配送药

物到家。 

3.2.2．．．．中草药可配送到家中草药可配送到家中草药可配送到家中草药可配送到家 

辖区内的患者，在社区中医大夫就诊后，所开具的中

草药可实施药品配送制度，包括代煎药品。 

 

3.2.3．．．．自费药物可配送到家自费药物可配送到家自费药物可配送到家自费药物可配送到家 

自费患者，在社区医院局域网络医生就诊后，可给予

实施网上订药、交费后，药品配送。 

3.2.4．．．．慢慢慢慢性性性性病药物可配送到家病药物可配送到家病药物可配送到家病药物可配送到家 

对于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前列腺增生、

癌症等慢性病长期服药者，应允许医保患者在社区卫生医

疗机构的局域网内，医生就诊后，按照医保规定进行网上

订药，取药，直至配送服务。 

3.2.5．．．．放开药品管制放开药品管制放开药品管制放开药品管制 

应该放开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品品种的管制，使之

完全与三甲医院药品品种吻合，只有这样才能使患者在大

医院就诊之后完全不用再跑回头路，直接去附近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或者社区站取药（至于药品监管则有上级部

门及监察部门，甚至纪检部门监督执行，不应以此理由限

制社区医疗机构）。 

3.3．．．．社区医院的检查社区医院的检查社区医院的检查社区医院的检查、、、、诊断设备诊断设备诊断设备诊断设备 

3.3.1．．．．配置各种检查器械配置各种检查器械配置各种检查器械配置各种检查器械 

对较大型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一定距离内大

医院距离较远、也或附近没有大型仪器诊疗中心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应该配置各种常规检查仪器，如检验（尤其是

各种在短时间内可马上出结果的急诊检验项目）、放射、

B超、CT、核磁、简单急救设备（如呼吸机）等，使患者

可以直接、就近进行检查，不用再跑大医院，既方便了病

人，也留住了病人。如果社区卫生机构暂时不能解决此类

问题，至少在医联体内，社区卫生机构的医生应该可以直

接开具三甲医院的各项检查单据，以使患者在大医院可直

接缴费后检查，而不是再挂号、看病、再开单。 

3.3.2．．．．配置诊断兼治疗器械配置诊断兼治疗器械配置诊断兼治疗器械配置诊断兼治疗器械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设立并开展一些门诊常规医疗

器械诊断兼治疗项目的检查，比如：胃镜、肠镜、乙状结

肠镜、直肠镜、关节镜、膀胱镜、子宫镜等，在方便社区

居民的同时，也延揽了患者。 

3.3.3．．．．体检在社区体检在社区体检在社区体检在社区 

只要社区卫生医疗机构各种检查设备及实验室仪器

配置能够满足患者需求，就应该鼓励将辖区居民的体检放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而不是大医院的体检科，这样，每

年居民的体检，既不用再多跑冤枉路，也可随时随地进行

检查，既方便了病人，又留住了患者，也让社区医院增加

了收入。 

3.4．．．．社区医院的治疗社区医院的治疗社区医院的治疗社区医院的治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重点设立并发展广大患者在常见

病、多发病方面，方便的、简单的、并行之有效的治疗科室，

比如：中医的针灸、按摩、水疗、足浴；理疗科的各种理疗

仪；口腔科的常规简单治疗；妇科的人工流产；外科的小手

术；简单的美容治疗；简单的皮肤病器械处理等等。此，既

让基层医院业务开展的红红火火，亦留住了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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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社区医院的局域网和医联体网社区医院的局域网和医联体网社区医院的局域网和医联体网社区医院的局域网和医联体网 

3.5.1．．．．局域网局域网局域网局域网 

辖区内的患者，在社区医院局域网内，可实施网上咨

询、网上预约、网上就医、网上会诊等互联网医疗服务。 

3.5.2．．．．医联体网医联体网医联体网医联体网 

医疗体系内、至少是医院联合体内应该实行计算机联

网互通，从而确保信息互通、检查结果互用、会诊、教学、

远程医学、指导医疗互达[8]，以减少患者不必要的跑路，

可达到将患者留在社区医院就诊的目的。 

3.6．．．．社区医院保障辖区居民健康社区医院保障辖区居民健康社区医院保障辖区居民健康社区医院保障辖区居民健康 

3.6.1．．．．进驻辖区单位宣教进驻辖区单位宣教进驻辖区单位宣教进驻辖区单位宣教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应对辖区幼儿园、小

学、中学及各个单位进行健康、保健、营养、生活方式疾

病、建立正确的生活方式观念等方面的宣传教育，使他们

从思想上树立正确的生活观、世界观，让一生伴随他们的

是：“按照科学、自然规律生活---这一科学理念”，同时还

希望每一个人能把这一理念落实于自己的一生行动之中，

由此可以防患于未然---也即不得病、或者少得病，进而提

高个体、乃至整个民族的健康和寿命。 

3.6.2．．．．辖区慢病宣教辖区慢病宣教辖区慢病宣教辖区慢病宣教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每月应对辖区居民进

行健康宣传教育一次，以提高居民对四大慢性病及生活方

式疾病认识率，从而使患者在主动意识上配合医务人员提

高四大慢性病的缓解率、维持率、治愈率，进而提高居民

生活质量和寿命。 

3.6.3．．．．普及居民急救演练普及居民急救演练普及居民急救演练普及居民急救演练 

定期对居民，尤其是骨干居民进行突发危急重症疾病

的现场抢救处置的培训、实践及演练，以提高真实实际情

况发生时的抢救成功率，进而降低死亡率。 

3.6.4．．．．家医签约家医签约家医签约家医签约及公共卫生服务及公共卫生服务及公共卫生服务及公共卫生服务 

要使家医团队签约90%以上覆盖辖区居民，要使100%

的居民享受政府实施的公共卫生服务，包括慢性病管理、

65岁以上老年人体检、妇女两癌筛查、妇女儿童保健、预

防接种等等多项服务。 

3.6.5．．．．网络化管理慢病网络化管理慢病网络化管理慢病网络化管理慢病 

全面对辖区患有慢性病的患者集中管理，用信息化、

数字化、网络化达成慢性病的发病率、突发急性病的死亡

率逐年下降、慢性病的管控率逐年提高之目的。 

3.7．．．．社区医院照料老社区医院照料老社区医院照料老社区医院照料老、、、、弱弱弱弱、、、、病病病病、、、、残及临终人员残及临终人员残及临终人员残及临终人员 

3.7.1．．．．社区养老院社区养老院社区养老院社区养老院 

目前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居民的养老日益成

为突出的问题，尽管政府也想了各种办法，拿出各种补

贴，但因为人口基数庞大，经济状况参差不齐，距离市

区路程较远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导致目前此一问题的

解决仍然离着现实情况以及想要达到的目标距离较远，

因此开辟一种既能够让居民享受到城市社区氛围、又经

济、亲民的养老途径，不失为一种较理想的办法，而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政府的左膀右臂，恰好就能承担这

一任务，达成此一目的。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开办

养老院，目前条件下，应实施一人、或一家两口一间屋，

每间屋、每月收费1500-2000元（具体收费视政府各个

部门的补贴情况而定），来去自由，设置相应的娱乐服

务设施，由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可直接对养

老院的养老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其地理位置距离养

老人的家庭也不远，又融在社区中，因此，其既不失为

一种较理想的养老方式，也填补了目前养老体系当中的

重要一环。 

3.7.2．．．．社区临终关怀社区临终关怀社区临终关怀社区临终关怀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开办临终关怀病房，以解除辖

区居民人老之后疾病卧床，而家中又无人照看，以及患有

慢性消耗性疾病，家中亲人又不愿让老人在家中故去的后

顾之忧。 

3.7.3．．．．社区康复中心社区康复中心社区康复中心社区康复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开办康复医疗中心。目前每个

社区内有很多需要康复的患者，不仅包括脑卒中后遗症等

神经系统疾病之后引发的肢体残疾，还包括先天性脑部疾

病等引发的行动不便，给家庭及社会带来很多牵挂，只有

让辖区内需要康复的患者都能得到应有的康复和治疗，才

能解除家庭、社区、政府的后顾之忧，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是政府办的社会机构、又是在社区居民区内的医疗机

构，恰好可起到此一作用。 

4．．．．社区医院运营机制社区医院运营机制社区医院运营机制社区医院运营机制 

在医疗运营机制上：要让社区卫生中心真正成为“中

心”，上，衔接三甲医院；下，连接社区站；而，社区站

面对广大的居民和患者。 

目前的医疗体系下，大量患者均聚集到大医院，形

成了“大医院赶集，小医院冷清”，未能按照客观规律，

对患者形成“金字塔”似的医疗照顾，而要恢复这样的正

常关系和架构，首先要必须明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

目前的医疗体系当中应是真正的医疗中心，在常规疾病

的诊治处理上，三甲医院应是辅助并帮助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功能作用，包括会诊、出专家门诊等等帮助措施，

只有大病、需要住院的患者、疑难杂症才可以以三甲医

院为主，但，正常情况下，这些患者多数应是从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转诊过来的；其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

连着社区站，社区站应该是最“接地气”的医疗机构，它

们存在于社区内，离着居民、家庭、患者最近，既是社

区医生、也是私人医生；既是解忧医生、也是心理按摩

医生；既是个体医生、也是家庭医生；既是医疗、也是

保健；既是预防疾病的看护者、也是健康教育的宣教者；

既是社区居民健康的守护者、也是族群寿命保证者的重

要一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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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社区医院患者需求应答调度机构社区医院患者需求应答调度机构社区医院患者需求应答调度机构社区医院患者需求应答调度机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成立一个24小时院办领导下的

应答、调度机构，对院内院外传来的电话、网络等各种需

求迅速予以回应，并指挥调度社区卫生中心内相应的人员

执行、完成。 

4.2．．．．社区医院急救反应体系社区医院急救反应体系社区医院急救反应体系社区医院急救反应体系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设立自己的急救车救治体系，优

化院内及辖区内急诊患者抢救、转诊、运送绿色通道，并

使医联体内急救通道顺畅、便利化。 

4.3．．．．社区医院与医联体的联系社区医院与医联体的联系社区医院与医联体的联系社区医院与医联体的联系 

4.3.1．．．．专家出诊专家出诊专家出诊专家出诊 

医联体内大医院的专家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的坐

诊应固定化、常态化，尤其是社区卫生医疗机构所没有的

科室，专家的坐诊更为重要，即避免了患者的跑路，又留

住了病人，只是初期，社区卫生中心对专家的宣传和为专

家提前预约更多患者亦为重要一环。 

4.3.2．．．．社区转诊社区转诊社区转诊社区转诊 

在医联体内，大医院应预留预约诊疗号源，对于来自

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约患者和预约转诊患者实行优

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双向转诊，以及住院床位、

日间手术预约等优先服务[10]，社区中心的各个科室要与

医联体内的大医院的各个相应科室之间应建立通信、协

作、合作、联合的工作关系，以便利相应工作开展。 

4.3.3．．．．远程互联网远程互联网远程互联网远程互联网 

在医联体内，大医院所应有的远程会诊、远程影像、

远程超声、远程心电、远程病理、远程查房、远程监护、

远程培训等服务[11]，应一并提供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

助社区卫生中心业务的开展。 

4.4．．．．社区医护人员植根于社区居民社区医护人员植根于社区居民社区医护人员植根于社区居民社区医护人员植根于社区居民 

社区卫生站医护人员应以自己是“居民一分子的心

态”，融入社区居民之中，在向居民及患者提供良好服务

的同时，以高情商来获得居民发自心底的尊重，从而为解

决居民和患者医疗及健康方面的问题时，能互相之间敞开

心扉，在拉近与患者“心与心之间”的距离的同时，也为自

己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良好基础。 

5．．．．社区医院管理社区医院管理社区医院管理社区医院管理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管理上要：符合时代潮流、与时

俱进。现今的时代是人才时代、创新时代、互联网人工智

能时代，医院的管理必须要跟上时代步伐，以满足不断增

长的医疗和社会发展需要。 

 

 

5.1．．．．人才是根本人才是根本人才是根本人才是根本 

人才是医院发展的生命线，留住有能力、有水平的全

科医生，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留

住人才是社区医院重中之重的方针策略。 

5.1.1．．．．职工利益职工利益职工利益职工利益 

医院的管理人员应在不损害医院及科室利益的前提

下，确保每一个职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5.1.2．．．．发展空间发展空间发展空间发展空间 

在遵守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及医院要发展这个大前

提下，医院的管理人员应为医院的每一位工作者提供充分

的发展空间，包括职称晋升、医院管理、职务晋升等。 

5.1.3．．．．内在激励内在激励内在激励内在激励 

医院要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从内心激发医务人员奋发

向上、努力工作的主观能动性：比如，绩效工资的发放要

在公正、公平、按劳分配，按劳取酬的同时，也需要重点

向临床一线、业务骨干、关键岗位以及支援基层和有突出

贡献的人员倾斜，并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定期、按时公布

每个人、每个科室的工作量、工作成绩；奖惩分明，从而

让每个人不断地看到前途和光明。 

5.1.4．．．．后勤保障后勤保障后勤保障后勤保障 

医院后勤要充分保证全院医务人员医疗工作的顺利

开展，包括，环境、物品供应、医疗器械的维护、保养、

处置全生命周期管理等[12]。 

5.1.5．．．．解除职工后顾之忧解除职工后顾之忧解除职工后顾之忧解除职工后顾之忧 

医院要尽可能地为医务人员解决后顾之忧，包括家

庭、孩子入托、上学等。 

5.2．．．．创新是动力创新是动力创新是动力创新是动力 

如果说良好的管理是医院发展的保证，那么“创新”才

是医院生命力的强大体现，也是摘取皇冠上的明珠的创举

行为。医院创新的方向，应该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所从事

的基本工作理念相一致。要在常见病、多发病方面，要在

方便的、简单的、并行之有效的治疗方面，要在为患者服

务方面，要在医院的各项发展建设方面，采取不断推陈出

新、不断改进、不断有所创造，在效果上能很快看到诊断、

治疗效果，在效益上又有安全性以及经济效应的发明创

造。医院应采取各种激励措施，鼓励各科室创新，并形成

相互激励、相互争先的良性循环，对重大、有影响、经济

效益好的创新，予以重奖，并广为宣传、传播。 

5.3．．．．应用新技能应用新技能应用新技能应用新技能、、、、新技术新技术新技术新技术、、、、新业务新业务新业务新业务 

现今的时代，是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医院的发展，

必须充分、有效的利用这一先进的、医院各方面工作必不

可少的、攫取新知识、新技能、新方法的工具，并将其运

用于医院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信息共享、人工智能、服

务型机器人等等，让这一承载工具对方便病人就诊、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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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便医院医疗及公共卫生工作的开展，不断地发挥

出划时代、高效的作用。 

6．．．．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大医院就诊患者人满为患，基层

医院冷冷清清的现状，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符合实际的

应对措施，尤其是基层社区卫生医疗服务机构。 

6.1．．．．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起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起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起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起到“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作用作用作用作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现有医疗体系当中要能真正起

到医疗“中心”作用，通过经营理念上的、检查上的、诊断

上的、治疗上的、技术手段上的、医院管理上的、以及调

动各方面资源上的，等等诸多方面的措施，在达成患者回

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患者门庭若市之目的的过程中

真正起到、并发挥主要的、且是重要的作用。 

6.2．．．．大医院对社区医院的支持必不可少大医院对社区医院的支持必不可少大医院对社区医院的支持必不可少大医院对社区医院的支持必不可少 

大医院在此一进程中，应尽最大可能帮助、支持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从而在上级医疗层面上、在客观上给予

基层医疗机构助推腾飞作用。 

6.3．．．．政府对基层医院的政策倾斜起引领推动作用政府对基层医院的政策倾斜起引领推动作用政府对基层医院的政策倾斜起引领推动作用政府对基层医院的政策倾斜起引领推动作用 

政府总体医疗发展战略应能向基层医疗机构实施更

多的政策倾斜扶持，这样的话，既能起到更多的引领社会

及医疗发展的大方向的作用，亦能起到助力基层医院工作

开展之目的，同时，亦解除了医务人员的的某些后顾之忧，

为他们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增添了更好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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