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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是市委、市
政府全面落实“1433”发展战略体系，推进健
康衢州建设的重大决策，是我市惠及千家万
户、造福衢城百姓的民生工程，更是抢抓机
遇、加快衢州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具体行动，
重担在肩，惟有砥砺奋进。”医院党委书记章
跃武说。从项目筹备到建设、搬迁，章跃武一
直担着重任，不仅承载着全体妇幼人的希望，
也承载着全市妇儿的期盼。

殷殷期望，拳拳之心。新院区启用后，医
院由此掀开了发展新篇章。面对更高的目标
和要求，面对崭新的机遇与挑战，衢州市妇幼
保健院院长徐哲锋表示，妇幼人将以只争朝
夕加油干、不负韶华创新业的劲头，信心百倍
地推进医院各项工作全面发展。未来，妇幼
人将沿着“一条主线、六个发力点”的发展目
标砥砺奋进。

一条主线是“跑起来，笑起来，积极打造
四省边际一流妇幼保健院，为群众提供全方
位全生命周期的妇幼健康服务”。全院职工
要积极奔跑，顺势飞扬，形成“医护围着服
务对象跑，行政后勤围着医护跑”的局面；
服务对象至上，微笑服务，打造一家微笑医
院，满足每一个服务对象的需求。

六个发力点分别是：服务延伸精益求精做
优产科，有的放矢立足专病做大妇科，科有特
色人有专长做强儿科，多科联动闭环完整做
精新生儿科，借力借智加快推进特色专科建
设，扬长避短融合发展提升保健业务发展。

68 载砥砺奋进，衢州市妇幼保健院从最
初的一间小办公室发展至今日的现代化妇儿
专科医院，荣光背后，凝集着几代妇幼人的不
懈努力和辛劳付出。在全面升级的新院区
里，全体妇幼人激动不已。他们将继续发扬
妇幼精神，不忘初心，不辱使命，再续辉煌，守
护四省边际妇女儿童的健康，奋力谱写医院
各项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新生新貌新气象 砥砺奋进续荣光
衢州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区落成启用暨衢州市儿童医院、衢州市妇产医院揭牌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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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衢州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区落成启用暨衢州市儿童医院、衢州市妇产医院揭牌仪式，在

位于市区百汇路 690 号的医院新址举行。这是医院 68 年奋斗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新院

区将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荣光与全体妇幼人的智慧与汗水，翻开崭新的一页。

小试牛刀，收获满满好评

2017 年 6 月，在市委、市政府及市卫
健委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衢州市妇幼保
健院建设项目开工。新院区一期按 300
张床位规模建设，建筑面积 62585㎡，其
中地上建筑面积 44985㎡，包括门诊楼、
住院楼、行政楼、后勤楼等，停车位 615
个。经过三年的艰苦建设与搬迁工作，
2020 年 6 月 28 日，全市瞩目的衢州市妇
幼保健院完成整体搬迁，新院区投入使
用。

新院区开诊首日，市民在宽敞明亮的院
区就诊之余，也不忘参观一番，现代化的硬
件环境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市民吴女士
一大早就在丈夫的陪同下来到新院区，在一
楼挂号窗口挂了产前诊断的门诊号，成为新
院区的首位服务对象。“早就听说市妇保院

要搬到家门口，这回方便了，我今早直接就
过来了，新院区果然漂亮。”吴女士说，自己
马上就要当妈妈了，市妇保院新院区来得好
及时。

今年 5 岁的妍妍因过敏性紫癜住院，
她正好经历了医院的搬迁过程。6 月 28
日一早，她和妈妈一起坐转运大巴从老院
区来到新院区。一走进全新的儿内科病
房，她就被病区里的儿童元素吸引：护士
站的背景是水族馆，病床前布置了气球，
床头的智能信息系统播着儿歌，妍妍一下
子忘记了自己在住院。“我们从老院区过
来，新旧环境的对比太明显了，孩子都不
吵着出院了。”妍妍妈妈说。

开诊首日中午时分，随着一阵婴儿哇
哇的啼哭声，市民姜先生一家迎来了一位

体重 3400 克的小公主，“没想到我们的运
气这么好，宝宝出生和新院区开诊同一
天，太有纪念意义了。新院区住院条件很
好，相信接下来的护理也一定很好”。

同样被市民点赞的，还有医院现代化
的软件。为了让服务对象更快地适应全
新的环境，医院充分利用“5G+互联网+医
疗”，设置了院内导航系统，这也是医院

“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又一项成果。院内导
航系统将医院内的收费处、药房等各科室
以及各类便民设施的具体位置搬到手机
上，构建了一个精细化、智能化的导诊服务
系统，用户只需打开蓝牙进入系统，即可想
去哪里点哪里，用最短的时间到达医院的
各个位置。

全面升级，打造硬核特色

新院区的搬迁是衢城妇幼翘首以盼的
大事，同时也让全体妇幼人万分期待。这不
仅是对医院硬件的一次全面提升，也是对
各专科发展至今出现的困境和瓶颈的一次
突破。产科在原来两个病区的基础上，增
加两个 VIP 病区；产科门诊则新设置了一
体化门诊，最大满足产妇个性化需求；孕产
妇和儿童的很多保健项目在老院区因场地
限制不能开展，如今搬到新院区，仅是儿童
保健中心就有一层，为很多儿童康复项目提
供了条件。

新院区开诊后，全面升级的“硬核”产
科揭开了神秘面纱。7 月 1 日，20 余名准
妈妈和家属参观了新院区的产科门诊、产
房、产科普通病房和产科 VIP 病房。产科
VIP 病区共有 30 间单间和 4 间产科一体

化病房。其中，一体化病房可以实现待
产、分娩、产后康复在一个房间完成，为准
妈妈们提供了更私密的住院环境。

产科一体化病房内部设计为不同风
格的家居式套房，可根据个人喜好选择入
住，设有会客室、冰箱、厨房等各类设施。
产床按照人体工程设计，可自主调节适应
准妈妈待产和分娩时的各种体位需求。
在一体化病房，家人可以共同参与准妈妈
的分娩过程，这样不仅能缓解准妈妈的紧
张情绪，准爸爸还可以亲手为宝宝剪彩
（剪脐带）。

“一直都相信市妇保院的技术，如今
再配上温馨舒适的病房环境和完善的设
施，相信我和宝宝都能得到最好的照顾。”
准妈妈吴女士参观完就马上预订了 VIP

病房。
同 样“ 硬 核 ”的 还 有 新 生 儿 科 。 自

2015 年独立成科后，新生儿科已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是衢州市新生儿急救中心，
年收治新生儿约 1000 余人次，年抢救危
重新生儿约 200 余例，在早产儿、极低出
生体重儿抢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
验，有效地降低了衢州市新生儿死亡率。
但随着学科的快速发展，其局限性也暴露
出来，迫于硬件与人员的限制，新生儿外
科一直发展缓慢。新院区运营后，这一问
题得到了解决，新生儿救治中心面积扩大
了两倍，硬件加大投入，设备得到明显提
升。全科上下充满信心，都期待把焕然一
新的新生儿科打造成浙西地区的新生儿
诊疗中心。

拳拳之心，铸造妇幼辉煌



过往均序章过往均序章未来皆可期未来皆可期
衢州市妇幼保健院搬迁至新院区衢州市妇幼保健院搬迁至新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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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峥嵘
六十八载奋斗路

1952 年，衢县妇幼保健站（衢州
市妇幼保健院前身）正式成立，由 8
名妇幼保健专业人员开启了全县的
妇幼保健业务。后几经易址和更名，
历经一系列复杂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1982 年 8 月，衢州市妇幼保健站首次
在市区蝴蝶路征地三亩，新建门诊办
公综合楼一幢。第二年，门诊办公综
合 楼 建 成 ，妇 保 站 迁 入 蝴 蝶 路 新
址。1984 年，衢州市妇幼保健站改
称衢州市妇幼保健所，并正式开展
门诊医疗保健业务。1994 年，浙江
省卫生厅正式批准改建为衢州市妇
幼保健院。

68 载创业发展史，凝聚着几代妇
幼人的智慧和汗水，承载了无数的青
春和梦想。妇保科退休返聘医师向
美华入院至今已有 39 年，她在医院
成长，也见证了医院发展和变迁的全
过程。

1981 年，从金华卫校毕业的向
美华来到妇保站——当时仅有 20 平
米的办公场所和 6 名医护人员。如
今回忆起刚开始的工作，向美华仍记
忆犹新，一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
下乡，因为妇保站连门诊都没有，大
部分工作就是下基层指导妇幼工作。

“一双解放鞋和一个饭盒，就是
下乡的装备，因为没有车回不来，晚
上只能住在农户家里。这样坚持了
两年，我们搬到了蝴蝶路，终于有了
自己的房子。”

从一栋只管接生、只有 2 层楼的

妇保站，发展到如今多病区多专科齐
头并进的妇保院，向美华依旧每周坐
门诊。她说，之所以一直坚守在门
诊，就因为对医院太有感情了。

同样对医院有着深深感情、退
休 后 一 如 既 往 坚 守 岗 位 的 还 有 检
验科技师陈友好。他 1994 年来到
医院时，检验科只有 3 人，设备还是
70 年代的老三件：离心机、显微镜、
分光光度仪。医院里满满都是自己
奋斗的回忆，抢救产妇时，自己打车
去血站拿血的景象仿佛就在昨天；
买房安家时，因为要考虑夜里值班，
他首选的条件就是 5 分钟内能赶到
医院的地方。

“老院区有太多美好的回忆，有
几代妇幼人的奋斗足迹，更有着我们
深深的不舍和无限的留恋。”在医院
工作 32 年的超声科主任涂湘红依然
记得 30 年前自己半夜冒雨赶到医院
加班的情景。1992 年科室拥有了第
一台超声机，虽然还是黑白机，但在
当时已经觉得很清晰；2002 年购买
了第一台彩超机；2008 年开展三维
彩超……超声科的每个发展节点涂
湘红都记得，这是科室的发展史，也
是个人的成长史。

忆往昔，峥嵘岁月。68 年的光辉
历程，留下了妇幼人拼搏奉献的风
采，经过几代妇幼人的共同奋斗，衢
州市妇幼保健院如今开设了 6 个病
区，开放床位 200 张，职工 409 人，卫
技 人 员 343 人 ，其 中 高 级 职 称 68
人。医院目前是“浙江大学衢州妇幼
医联体”成员单位、“衢州妇幼医院集
团”牵头单位，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儿童医院衢州分院、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妇产科医院衢州分院，是浙江
省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衢州市妇

幼保健业务指导中心、产科急救管理
中心、新生儿急救中心、新生儿疾病
筛查管理中心、产前诊断中心、辅助
生殖中心。

68 年历史积淀，为医院的未来发
展夯实了基础；68 年春华秋实，凝聚
着几代妇幼人风雨兼程、艰苦创业的
心血和汗水，书写了一篇篇灿烂辉煌
的精彩篇章。

乘风浪
跨越发展结硕果

2000 年，在妇幼人心中是医院
发展史上的又一关键转折点，从这一
年开始，医院开始大踏步发展：住院
部大楼投入使用；与上海复旦大学妇
产科医院建立协作关系；妇科、产科
独立成科；成功开展夫精人工授精手
术，填补了市本级辅助生殖技术空
白；开展多项无痛分娩、臀位外倒转、
宫颈环扎术；儿内科、新生儿科独立
成科……医院进入了发展快车道，学
科优势突出，专业特色鲜明。

妇科主任医师陈洁瑛喜欢称自
己为土生土长的妇幼人，她清楚地记
得入院时自己是第 16 名员工，也是
当时年龄最小的。2001 年，陈洁瑛
赴上海进修，2002 年妇科独立成科，
3 位医生和 5 名护士从零开始，把妇

科当做自己的家在经营。“从妇保所
转型过来，一开始妇科的病人并不
多，但我们慢慢地用服务和口碑赢得
了病人。”陈洁瑛说，医院承载着太多
人的青春和梦想，每一步都是全院职
工奋斗出来的。

妇科主任徐舜对医院发展史上
的关键节点十分清晰，因为她的人生
阶段和医院的发展是同步的。“2000
年，我们搬到了 5 层楼的新大楼，我
刚好怀孕了。今年，我的孩子刚好
20 岁，我们又要搬新院了。”今年是
徐舜在医院的第 25 个年头，在她看
来，医院就像一位少年，一直朝着更
高的地方前进。

产科是衢州市妇幼保健院的另一
个核心科室，是市级重点建设学科，拥
有一支技术过硬的抢救队伍。重症子
痫前期、产后大出血、羊水栓塞、先兆
子宫破裂、胎儿急性窘迫……在与死
神争夺生命的前线阵地，医院副院
长、产科主任余海云带领团队无数次
把产妇从死神手中抢夺回来。发展
至今，产科的分娩量全市第一，病人
认可度不断提升。每每想起团结互
助的产科团队，余海云都十分感动。

2015 年，医院儿内科与新生儿
科独立成科，标志着儿科朝着更专业
的发展方向前进。儿内科在衢州地
区率先开展儿童肺功能检测、变应原
皮肤点刺试验，在小儿性早熟、矮小
症、肥胖症、儿童哮喘等疾病的诊治

达省级先进水平。新生儿科是衢州
市新生儿急救中心，年收治新生儿约
1000 余人次，年抢救危重新生儿约
200 余例，在早产儿、极低出生体重
儿抢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有效地降低了衢州市新生儿死亡率。

近年来，衢州市妇幼保健院深入
推进“浙大衢州妇幼医联体”建设，巧
借外力谋得更快发展。借力省委省
政府“双下沉、两提升”等医改政策，
医院持续加大与省级医院的合作力
度。2017 年，医院与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儿童医院、妇产科医院共同组建

“浙大衢州妇幼医联体”。依托省级平
台，各核心科室的人才队伍、科研水
平、学科能力都发生了质的飞跃。

然而，随着医院发展进入快车
道，困境和局限也显露出来。面对新
形势下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更
高层次的需求，医院的住院环境急需
升级；由于场地受限，大型辅助检查设
备无处安放；科室规模受限，人才队伍
建设无法完善；医院等级受场地及硬
件限制，多个学科发展也遭遇瓶颈。

新征程
不负韶华创新业

为解除困扰医院多年的硬件限
制，缓解衢州妇女儿童看病难问题，

2017 年 6 月，在市委、市政府及市卫
健委的关心和支持下，衢州市妇幼保
健院建设项目顺利开工。自项目筹
备开始，医院党委书记章跃武便直接
担起新院区建设与搬迁的重任。“新
院区建设与搬迁是医院发展史上的
重大转折，对医院建设发展具有划时
代的意义，承载着全院妇幼人的希望，
更是全市妇女儿童翘首以盼的惠民工
程，重担在肩，是使命更是光荣。”

新院区建设与搬迁工作推进 3
年来，医院党委凝聚起最坚强的战斗
堡垒，发挥党员干部“主心骨”作用，
带领全院职工团结一致、齐心协力、
精神抖擞地投入到建设与搬迁工作
中。2020 年 6 月 28 日，全市瞩目的
衢州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区正式启用。

全新的衢州市妇幼保健院位于
市区百汇路 690 号，一期按 300 张床
位规模建设，建筑面积 62585㎡，其
中地上建筑面积 44985㎡，包括门诊
楼、住院楼、行政楼、后勤楼等，停车
位 615 个。

“新院区建成并投入使用后，将
极大改善衢州市妇幼保健院的硬件
设施，有效缓解医院医疗用房紧张的
局面，有利于解决妇女儿童看病难、
住院难等重大民生问题。”章跃武说。

硬件全面提升让全体妇幼人万
分期待，大家都卯足了劲准备大展拳
脚。产科在原来两个病区的基础上，
又增加两个 VIP 病区，产科门诊则新
设置了一体化门诊，最大满足产妇个
性化需求。孕产妇和儿童的很多保
健项目在老院区因场地限制不能开
展，如今搬到新院区，仅是儿童保健
中心就有一层，为很多儿童康复项目
提供了条件。

新生儿科主任甘景立对未来的
发展充满信心，虽然近年来新生儿科
已取得可喜的成绩，但迫于硬件与人
员的限制，新生儿外科一直发展缓
慢。新院区投入使用后，新生儿救治
中心面积扩大了两倍，硬件加大投
入，设备得到明显提升，甘景立期待
带领焕然一新的新生儿科打造浙西
地区的新生儿诊疗中心。

新院区启用后，医院掀开了发展
新篇章。面对更高的目标和要求，面
对崭新的机遇与挑战，衢州市妇幼保
健院院长徐哲锋表示，妇幼人将以只
争朝夕加油干、不负韶华创新业的劲
头，信心百倍地推进医院各项工作全

面发展。未来，妇幼人将沿着“一条主
线、六个发力点”的发展目标砥砺奋进。

一条主线是“跑起来，笑起来，积
极打造四省边际一流妇幼保健院，为
群众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妇幼健
康服务”。全院职工要积极奔跑，顺势
飞扬，形成“医护围着服务对象跑，行
政后勤围着医护跑”的局面；服务对
象至上，微笑服务，打造一家微笑医
院，满足每一个服务对象的需求。

六个发力点分别是：服务延伸精
益求精做优产科，有的放矢立足专病
做大妇科，科有特色人有专长做强儿
科，多科联动闭环完整做精新生儿科，
借力借智加快推进特色专科建设，扬
长避短融合发展提升保健业务发展。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新院区新起点新征程，衢州妇幼
人将全力打造一个环境优美、服务优
质、学科优良、人才优秀的四省边际
一流妇幼保健院，不断提升医院整体
医疗技术水平和医疗质量，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造福
衢城乃至周边的妇女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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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2-3

2020 年，对衢州市妇幼

保健院来说，注定是不平凡

的一年，医院发展史上迎来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6 月 28

日，医院挥别奋斗了 37 年的

蝴蝶路旧址，搬迁至百汇路

新院区，开启了崭新的一页。

1984

年
，衢
州
市
妇
幼
保
健
所
大
门

1995

年
医
院
门
诊
大
楼
落
成

新院产科病房

新院门诊大厅

新院门诊候诊区

新院区门诊大楼

新院外景

在新院区出生的第一个宝宝



衢州市妇幼

保健院新院区位

于 市 区 百 汇 路

690 号，建设用

地 52.87 亩，一

期按300张床位

规模建设，建筑

面积62585平方

米。医院现设 7

个病区，开放床

位 241 张，职工

400余人。

医院以“礼

佑生命，爱润未

来”为核心理念，

秉承“仁爱、奉

献、求真、精医”

院训，坚守“守护

妇女儿童健康”

使命，贯彻“关注

细节，追求卓越”

的 服 务 理 念 与

“以人为本，文化

凝聚”的管理理

念，致力于“打造

四省边际一流妇

幼保健院”。

新院区长啥样，来看一看吧

产科VIP 病房

地下车库

儿科病房

妇科病房

门诊大厅

门诊候诊区

新院区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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