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晶

版
式
校
对

刘
芳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08
2019年
7月6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足
迹

09
2019年
7月6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足
迹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版
式
设
计

李
媛

版
式
设
计
李
媛

版
式
校
对
刘
芳

大博士扎根小医院

在孩提时期， 齐越峰就坚定了要当医生的理想，
想当医生， 就要考取医学院， 众所周知， 医学院的分
数要相对高一些， 为了接近自己的理想， 齐越峰一头
扎进书海，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 他如愿考进中医
药大学的中医骨伤系， 十余年后又考取了中国中医科
学院博士研究生， 师从全国中医骨伤名师、 “清宫正
骨手法” 代表性传承人孙树椿教授。 “从老师那里，
我学到的不仅是学识， 更是刻苦的执着之心， 救世的
慈悲之心， 和律己的清正之心。 从医这些年来， 我也
一直以此为勉， 丝毫不敢懈怠。” 齐越峰由衷地说道。

2002年， 齐越峰获得了博士学位， “师从名家”、
“医学博士” 头顶这些光环， 齐越峰本可以选择到大
型三甲医院就职， 而他却毅然决然地选择来到北京市
丰盛中医骨伤专科医院。 当时的丰盛医院只是一家很
小的一级医院， 同大医院相比， 这里的医院管理、 医
疗水平、 学科建设、 服务水平都不可相提并论。 “当
时， 不光我们医院， 全西城区的医疗系统中都没有这
么高学历的人。” 张羽是丰盛医院的工会主席， 他已
经在这里工作近20年， 回忆起齐越峰初来医院时的情
景， 他记忆犹新， 那是2002年8月， 齐越峰到丰盛医院
就职的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甚至还有媒体以 《小医
院留住大博士》 为标题， 报道了这件事。

“虽然头顶博士的光环， 但是他却一点架子都没
有， 从一名普通的科室医生做起， 无论在门诊、 急诊
还是病房， 他都毫无怨言， 兢兢业业， 认真对待每名
病人。” 张羽说， 齐越峰的到来， 为丰盛医院注入了
新的活力， “大家都能感到他是个干实事的人， 他想
把医院做好， 带我们起飞。”

被患者赞“指尖上有奇迹”

“宁为良医， 不为良相” ———这是齐越峰报考医
学院时的 “初心”， 走上工作岗位后， 当一名 “良医”
更成了他的 “信念”。 在这个信念的激励下， 齐越峰
一边不断钻研业务， 一边积累临床经验， 很快， 便对
骨伤科的多种疑难病有了自己独到见解， 他主张引入
微创治疗手段， 到丰盛医院仅一年多的时间， 他便促
使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我是从小乡村里走出来的， 深知小地方的群众
看病难。” 为了历练自己， 更为了造福一方百姓， 2004
年， 齐越峰下到延庆区珍珠泉乡卫生院， 进行了为期
半年的医疗技术对口支援， 那是一个位于深山中的小
乡村 ， 各项条件都非常艰苦 ， 但是齐越峰却无怨无
悔 ， 他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 ， 支援期
间， 他一边为患病村民治疗， 一边主动向当地医务人

员传授医疗知识 、 经验 ， 获得赞誉一片 。 当年8月 ，
《健康报》 以 《博士下乡》 为标题对其事迹予以报道，
并高度评价。

2008年， 汶川大地震后， 北京派出了医疗队支援
灾区， 齐越峰作为中医骨伤专家也参与了在四川什邡
开展的救援工作 ， 并且在那里一呆就是三个月 。 当
时， 齐越峰和其他5名队员被安排在什邡市最大的一
所二级甲等综合医院。 根据个人专长， 齐越峰进了骨
科。 这里的病人大多是在地震中受伤， 以创伤骨折为
主， 开放伤、 复合伤居多， 而且伤情较重。 齐越峰的
主要任务是参加手术方案的制定和手术操作、 年轻医
生的临床带教、 疑难病例讨论。

在灾区的每一天， 齐越峰几乎都有一台大手术。
“到医院的第二天， 我就参加了一台第二腰椎爆裂骨
折切开复位椎弓根钉内固定手术， 手术很成功。 还曾
有一次连续做了9小时高强度手术， 抢救危重病人。”
齐越峰回忆说。 “每一次手术成功后， 病人对我的声
声谢意， 都使我很感动。 这是对我们首都医务工作者
的莫大信任， 这更增加了我作为北京医生的责任感和
荣誉感。” 齐越峰说。

2010年， 齐越峰晋升为骨科主任医师， 彼时的他，
医术手法已经日益成熟 ， 很多人都慕名前来找他看
病， 在患者中间， 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在丰盛医院
“不开刀， 能接骨， 弯着腰进门， 直着腰走出去。”

曾有一位女性患者， 因为颈椎病， 每每睡到半夜
都会痛醒。 在半年的时间里， 她四处求医问诊， 却毫
无改善。 最后， 她慕名来到丰盛医院， 找到了齐越峰。
第一次治疗， 齐越峰采用 “清宫正骨手法”， 仅用了15
分钟， 就让这位患者的病情得到了缓解， 三次治疗后，
患者就大好了。 “他的治疗手法让我感觉有一股热流
从肩头到手指， 而且有种气流涌到头顶， 我顿时耳清
目明， 感觉背部压了快半年的包袱一下子就卸掉了。”
女患者激动地说。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那些被“揉一揉”“按一按”
病情就得到缓解的患者说： 中医手法简直就是指尖上
的奇迹啊！ 而每每有患者称赞齐越峰妙手仁心时， 他
总是报之一笑。 他说，中医手法的确要求将力量凝结在
指尖上， 但作为现代医学管理者， 指尖不光要练习精
准的中医手法， 还要以指尖联通医学技术与科技智能
潮流， 这样才能让中医手法真正成为指尖上的奇迹。

“只做该做的手术，不做过度医疗”

2016年， 齐越峰接任丰盛医院院长， 那一年， 他
刚刚四十出头 。 论业务 ， 丰盛医院上下无人不敬佩
他， 但是论管理， 他能行吗？ 上任之初， 也曾有人对
这位年轻的院长有所质疑。 但是很快， 齐越峰就用实
际行动告诉大家， 他不仅是一位传承中医国粹的优秀
医生， 还是一位努力创新的优秀管理者。

齐越峰上任时， 正值北京市首轮医疗改革， 面对
压力 ， 他选择了迎难而上 ， 围绕医疗改革 、 专科建
设、 医保管理等方面， 他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 并
总结出了一套适应当今卫生改革的医院发展思路和医
院管理方法。

医改中 ， 有一项指标是患者就诊 “均次费用 ”，
这一项数据， 丰盛医院全市排名较低， 受到患者的高
度认可。 这一成绩， 得益于齐越峰坚持多年的一个理
念： 着力发展丰盛医院的中医特色。 齐越峰担任院长
不久， 致力于打造中医骨伤和微创骨科的学科发展理
念， 在全院推行阶梯治疗原则， 引导全院医生 “只做

该做的手术， 不做想做的手术， 手术能不做就不做，
能微创就不动刀。”

什么是 “想做” 的手术呢？ 从医院的角度来看，
做手术更赚钱， 所以有些 “可做可不做的” 手术， 医
生也会选择给病人做， 齐越峰便管这类手术叫 “医生
想做的手术”。 为此， 医院专门制定了考核指标， 限
制医生每月做手术的数量， 如果没达到数量， 就给予
奖励， 如果超过了数量， 就给予惩罚。 通过一系列相
关措施， 丰盛医院的中医骨科特色得到充分发扬。

在丰盛医院， 大家都知道齐越峰有一个 “爱好”：
在手术室门口拦人。 有很多病人， 一只脚已经踏进了
手术室， 又生生被齐越峰给拽了出来。 有一位手腕桡
骨远端骨折的患者， 几天后就要做手术了， 可是他的
家庭条件不好， 听说丰盛医院擅长用中医方法治疗骨
伤， 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齐越峰， 在看过他的
患处后， 齐越峰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你这个手术，
没必要！” 齐越峰建议他放弃手术， 选择中医正骨治
疗。 丰盛医院一名医生说， 这几年， 齐越峰用传统疗
法， 先后治愈了十几位要动手术的病人。

齐越峰说， 中医讲 “骨肉相连， 筋能束骨”， 80%
的患者可用正骨手法接上， 以夹板再养护5周， 拆除
夹板后康复一两个月， 即可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全
部费用不足5000元。 而若选择开刀动手术， 一周内的
花费就是3万多。 “疗效相同， 但价格对比明显， 更凸
显中医的优势。 我们医生有义务消解老百姓看病贵、
看病难的痛点， 尽量降低患者的就医成本， 让老百姓
看得起病。”

“先救人，不要考虑押金”

“齐院长， 有一个病人的手搅进了机器， 情况很
严重， 需要立即手术， 但是， 他没有带钱。” “先救
人， 不要考虑押金， 立即通知相关医生， 准备手术，
我马上回医院！” 有一次， 忙碌了一天的齐越峰刚离
开医院 ， 就接到同事的电话 ， 挂了电话 ， 他二话不
说， 调转车头又返回了医院。

病人是东四包子铺的和面工， 工作时， 不慎被机
器绞伤， 导致前臂、 上臂等多部位骨折， 因为押金不
够， 辗转几家医院均被拒。 那台手术， 齐越峰和同事
连续做了6个小时， 最终， 病人胳膊保住了。

还有一次， 当时正值隆冬， 一名离家出走的流浪
人员因股骨颈骨折被120送到丰盛医院， 齐越峰了解他
的情况后， 动完手术， 又与民政、 街道、 派出所等多
部门联动， 冒着严寒， 帮他找到了家人。 类似的事情
还有很多， 从医多年， 齐越峰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学
医的 “初心” 和 “信念”， 要当一名 “良医”。

在齐越峰的带领下， 近年来， 丰盛医院的医疗质
量和患者满意度不断提升。 现在， 西城区每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都与上级医院建立了紧密型医联体， 实行
管理一体化、 基本医疗一体化、 公共卫生一体化 “三
个一体化” 管理。 丰盛医院与金融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也组成了这样紧密型的医联体。
“我们现在在金融街地区设立了6个卫生服务站。

金融街社区卫生中心主任是医院领导班子成员， 医院
和中心实现人才、 资源等共享。 在临床检验、 医学影
像等方面统筹管理。” 齐越峰介绍道。

以检验为例， 由于社区没有空间放置大型检验设
备， 现在医院每天都会派出专车下到社区中心所属的
6个站去取采集好的血样， 送回到医院检验后再反馈回
检验结果 。 此外 ， 站点医生都是全科医生 ， 有处方
权， 并且参与到了社区家庭医生团队中。 守护社区百
姓健康， 做他们的健康管理者。

齐越峰说 ： “学术精 、 创新快 、 服务强 、 效率
高， 才是未来医院发展的大势所在。”

坚持同工同酬 让职工舒心工作

“不管有没有编制， 医院的职工都是同工同酬，
连工会福利也都是相同的。 比如有些医生没有北京户
口， 不能进编， 但是已经在我们医院工作了十几年，
这在医院里是很难得的。” 齐越峰说。

齐越峰表示， 医院是一个知识密集型单位。 医生
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受教育程度高。 本科，普通院校4
年，医学生起码5年，再加上研究生3年，博士生3年，学医
的人进入社会，从业的时候，往往不如本科学IT、 金融
的同学收入高，但是他们为什么还坚守着这份职业？

“医德高尚是一方面。 但更多的是， 从医之路，
既然选择了就不是为了挣钱。 他们渴望的是被理解、
被认可。 但是现在社会上伤医事件频发， 他们就会感
到不被认同和理解， 时常会有一种挫败感。 所以我希
望能从工会的角度 ， 从社会的角度 ， 对他们进行关
心、 关爱。” 齐越峰说， “生、 老、 病、 死都在医院
发生 ， 但我们客观地说 ， 不是所有疾病都能治愈 。
‘有时去治愈； 常常去帮助； 总是去安慰。’ 这是医生
的本职， 希望大家对医生能有更多的宽容。”

齐越峰介绍， 医护人员面临很大的职场压力， 也
许他们在患者面前始终保持微笑， 但实际上他们身心
疲惫。 有的医生回家后累得连话都不愿意说， 有的医
生甚至还患有轻度抑郁症。 受医院场地的限制， 没有
办法为大家建设 “减压小屋” 等设施， 但是会经常组
织一些活动， 目的就是为了给职工减压。 除此， 也鼓
励大家带薪休假， 外出放松身心。

“让病人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合适的药”

2017年， 齐越峰被推选成为十三届北京市政协委
员 ， 他深知自己的职责 ， 直面民生和百姓关注的热
点、 难点问题， 在政协工作中多次提出关乎民生健康
和医疗改革的议案。 2017年全市启动了医药分开综合
改革， 其中， 如何合理用药、 使用价廉效优的药物更
是政府和医院管理者着力要解决的事情 。 “据我了
解， 很多医疗机构制剂都是老中医的经验方， 有着非
常好的疗效， 深受患者欢迎， 如果将其纳入医保报销
范畴后， 可以让百姓进一步享受到质优价廉的中医药
服务， 同时也是对中医药事业的鼓励和促进。 另外，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价格低廉， 一般在十几元左右， 远
低于目前中成药几十元的定价， 纳入医保管理后， 能
增加医疗机构和百姓使用的积极性， 在临床上可以替
代某些中成药，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节约全市医保基金
的使用， 缓解北京医保基金压力。” 齐越峰说。

“中药制剂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后，管理部门还能进
一步严格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注册、审批和监管，确保
质量和安全，使人民群众能够使用到疗效可靠、安全放
心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 进一步享受到医改带来的切
实红利。 ”齐越峰表示，随着医改的深入，控制医疗费
用、合理使用、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必将是一个永恒的
主题，我们要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合适的药。

2018年， 他在议案中提出取消医用耗材加成、 将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纳入医保报销范畴等建议， 均为各
级领导所重视。 2019年6月15日启动的医耗联动综合改
革真正实现了医用耗材零加成的提案目的 。 齐越峰
说 ， 看到医改持续推进 ， 为人民群众带来了民生福
祉， 作为政协委员， 深感欣慰。

齐越峰为百姓义诊

齐越峰：
大医仁为上 济民用良方

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家庭的影响， 为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 北京市工会十四大代表、 北京市丰
盛中医骨伤专科医院院长齐越峰播下理想种子的人，
是他的母亲。 1971年， 齐越峰出生在辽宁抚顺的一个
县城， 在他很小的时候， 有一次， 他的母亲不慎摔倒
大腿骨折了， 县城医疗条件有限， 骨折长期不愈合。
后来是一位中医大夫来到他家， “他给母亲揉了揉、
按了按， 打上夹板， 又捣弄了一些花花草草敷在患处，
他走后， 母亲便说感觉好了很多， 又静养了月余， 母
亲竟痊愈了。” 齐越峰说， 亲眼见证了中医的神奇后，
他便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不开刀， 能接骨， 弯着腰进门， 直着腰出去。” 走进北京丰盛中医骨伤专科医院寻求帮助的
患者， 常常用这样的感慨来赞叹他；

“不为良相， 便为良医。” 这样的中国古训激励他不断探索中医技术的新领域， 能够创造指尖
上奇迹的他， 骨子里深藏的是悬壶济世的医者初心；

“只做该做的手术， 绝不搞过度医疗。” 在医院， 他不仅是一位传承中医国粹的大夫， 还是一
位努力创新的管理者。 近年来， 他围绕医疗改革、 专科建设、 医保管理等方面， 创造性地开展工
作， 医院的医疗质量和患者满意度不断提升；

“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合适的药。” 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他，近年来围绕降低群众医疗
负担，得到优质的医疗保健，他不停地鼓与呼———

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北京市丰盛中医骨伤专科医院院长齐越峰———

大博士扎根小医院

在孩提时期， 齐越峰就坚定了要当医生的理想，
想当医生， 就要考取医学院， 众所周知， 医学院的分
数要相对高一些， 为了接近自己的理想， 齐越峰一头
扎进书海，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 他如愿考进中医
药大学的中医骨伤系， 十余年后又考取了中国中医科
学院博士研究生， 师从全国中医骨伤名师、 “清宫正
骨手法” 代表性传承人孙树椿教授。 “从老师那里，
我学到的不仅是学识， 更是刻苦的执着之心， 救世的
慈悲之心， 和律己的清正之心。 从医这些年来， 我也
一直以此为勉， 丝毫不敢懈怠。” 齐越峰由衷地说道。

2002年， 齐越峰获得了博士学位， “师从名家”、
“医学博士” 头顶这些光环， 齐越峰本可以选择到大
型三甲医院就职， 而他却毅然决然地选择来到北京市
丰盛中医骨伤专科医院。 当时的丰盛医院只是一家很
小的一级医院， 同大医院相比， 这里的医院管理、 医
疗水平、 学科建设、 服务水平都不可相提并论。 “当
时， 不光我们医院， 全西城区的医疗系统中都没有这
么高学历的人。” 张羽是丰盛医院的工会主席， 他已
经在这里工作近20年， 回忆起齐越峰初来医院时的情
景， 他记忆犹新， 那是2002年8月， 齐越峰到丰盛医院
就职的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甚至还有媒体以 《小医
院留住大博士》 为标题， 报道了这件事。

“虽然头顶博士的光环， 但是他却一点架子都没
有， 从一名普通的科室医生做起， 无论在门诊、 急诊
还是病房， 他都毫无怨言， 兢兢业业， 认真对待每名
病人。” 张羽说， 齐越峰的到来， 为丰盛医院注入了
新的活力， “大家都能感到他是个干实事的人， 他想
把医院做好， 带我们起飞。”

被患者赞“指尖上有奇迹”

“宁为良医， 不为良相” ———这是齐越峰报考医
学院时的 “初心”， 走上工作岗位后， 当一名 “良医”
更成了他的 “信念”。 在这个信念的激励下， 齐越峰
一边不断钻研业务， 一边积累临床经验， 很快， 便对
骨伤科的多种疑难病有了自己独到见解， 他主张引入
微创治疗手段， 到丰盛医院仅一年多的时间， 他便促
使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我是从小乡村里走出来的， 深知小地方的群众
看病难。” 为了历练自己， 更为了造福一方百姓， 2004
年， 齐越峰下到延庆区珍珠泉乡卫生院， 进行了为期
半年的医疗技术对口支援， 那是一个位于深山中的小
乡村 ， 各项条件都非常艰苦 ， 但是齐越峰却无怨无
悔 ， 他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 ， 支援期
间， 他一边为患病村民治疗， 一边主动向当地医务人

员传授医疗知识 、 经验 ， 获得赞誉一片 。 当年8月 ，
《健康报》 以 《博士下乡》 为标题对其事迹予以报道，
并高度评价。

2008年， 汶川大地震后， 北京派出了医疗队支援
灾区， 齐越峰作为中医骨伤专家也参与了在四川什邡
开展的救援工作 ， 并且在那里一呆就是三个月 。 当
时， 齐越峰和其他5名队员被安排在什邡市最大的一
所二级甲等综合医院。 根据个人专长， 齐越峰进了骨
科。 这里的病人大多是在地震中受伤， 以创伤骨折为
主， 开放伤、 复合伤居多， 而且伤情较重。 齐越峰的
主要任务是参加手术方案的制定和手术操作、 年轻医
生的临床带教、 疑难病例讨论。

在灾区的每一天， 齐越峰几乎都有一台大手术。
“到医院的第二天， 我就参加了一台第二腰椎爆裂骨
折切开复位椎弓根钉内固定手术， 手术很成功。 还曾
有一次连续做了9小时高强度手术， 抢救危重病人。”
齐越峰回忆说。 “每一次手术成功后， 病人对我的声
声谢意， 都使我很感动。 这是对我们首都医务工作者
的莫大信任， 这更增加了我作为北京医生的责任感和
荣誉感。” 齐越峰说。

2010年， 齐越峰晋升为骨科主任医师， 彼时的他，
医术手法已经日益成熟 ， 很多人都慕名前来找他看
病， 在患者中间， 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在丰盛医院
“不开刀， 能接骨， 弯着腰进门， 直着腰走出去。”

曾有一位女性患者， 因为颈椎病， 每每睡到半夜
都会痛醒。 在半年的时间里， 她四处求医问诊， 却毫
无改善。 最后， 她慕名来到丰盛医院， 找到了齐越峰。
第一次治疗， 齐越峰采用 “清宫正骨手法”， 仅用了15
分钟， 就让这位患者的病情得到了缓解， 三次治疗后，
患者就大好了。 “他的治疗手法让我感觉有一股热流
从肩头到手指， 而且有种气流涌到头顶， 我顿时耳清
目明， 感觉背部压了快半年的包袱一下子就卸掉了。”
女患者激动地说。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那些被“揉一揉”“按一按”
病情就得到缓解的患者说： 中医手法简直就是指尖上
的奇迹啊！ 而每每有患者称赞齐越峰妙手仁心时， 他
总是报之一笑。 他说，中医手法的确要求将力量凝结在
指尖上， 但作为现代医学管理者， 指尖不光要练习精
准的中医手法， 还要以指尖联通医学技术与科技智能
潮流， 这样才能让中医手法真正成为指尖上的奇迹。

“只做该做的手术，不做过度医疗”

2016年， 齐越峰接任丰盛医院院长， 那一年， 他
刚刚四十出头 。 论业务 ， 丰盛医院上下无人不敬佩
他， 但是论管理， 他能行吗？ 上任之初， 也曾有人对
这位年轻的院长有所质疑。 但是很快， 齐越峰就用实
际行动告诉大家， 他不仅是一位传承中医国粹的优秀
医生， 还是一位努力创新的优秀管理者。

齐越峰上任时， 正值北京市首轮医疗改革， 面对
压力 ， 他选择了迎难而上 ， 围绕医疗改革 、 专科建
设、 医保管理等方面， 他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 并
总结出了一套适应当今卫生改革的医院发展思路和医
院管理方法。

医改中 ， 有一项指标是患者就诊 “均次费用 ”，
这一项数据， 丰盛医院全市排名较低， 受到患者的高
度认可。 这一成绩， 得益于齐越峰坚持多年的一个理
念： 着力发展丰盛医院的中医特色。 齐越峰担任院长
不久， 致力于打造中医骨伤和微创骨科的学科发展理
念， 在全院推行阶梯治疗原则， 引导全院医生 “只做

该做的手术， 不做想做的手术， 手术能不做就不做，
能微创就不动刀。”

什么是 “想做” 的手术呢？ 从医院的角度来看，
做手术更赚钱， 所以有些 “可做可不做的” 手术， 医
生也会选择给病人做， 齐越峰便管这类手术叫 “医生
想做的手术”。 为此， 医院专门制定了考核指标， 限
制医生每月做手术的数量， 如果没达到数量， 就给予
奖励， 如果超过了数量， 就给予惩罚。 通过一系列相
关措施， 丰盛医院的中医骨科特色得到充分发扬。

在丰盛医院， 大家都知道齐越峰有一个 “爱好”：
在手术室门口拦人。 有很多病人， 一只脚已经踏进了
手术室， 又生生被齐越峰给拽了出来。 有一位手腕桡
骨远端骨折的患者， 几天后就要做手术了， 可是他的
家庭条件不好， 听说丰盛医院擅长用中医方法治疗骨
伤， 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齐越峰， 在看过他的
患处后， 齐越峰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你这个手术，
没必要！” 齐越峰建议他放弃手术， 选择中医正骨治
疗。 丰盛医院一名医生说， 这几年， 齐越峰用传统疗
法， 先后治愈了十几位要动手术的病人。

齐越峰说， 中医讲 “骨肉相连， 筋能束骨”， 80%
的患者可用正骨手法接上， 以夹板再养护5周， 拆除
夹板后康复一两个月， 即可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全
部费用不足5000元。 而若选择开刀动手术， 一周内的
花费就是3万多。 “疗效相同， 但价格对比明显， 更凸
显中医的优势。 我们医生有义务消解老百姓看病贵、
看病难的痛点， 尽量降低患者的就医成本， 让老百姓
看得起病。”

“先救人，不要考虑押金”

“齐院长， 有一个病人的手搅进了机器， 情况很
严重， 需要立即手术， 但是， 他没有带钱。” “先救
人， 不要考虑押金， 立即通知相关医生， 准备手术，
我马上回医院！” 有一次， 忙碌了一天的齐越峰刚离
开医院 ， 就接到同事的电话 ， 挂了电话 ， 他二话不
说， 调转车头又返回了医院。

病人是东四包子铺的和面工， 工作时， 不慎被机
器绞伤， 导致前臂、 上臂等多部位骨折， 因为押金不
够， 辗转几家医院均被拒。 那台手术， 齐越峰和同事
连续做了6个小时， 最终， 病人胳膊保住了。

还有一次， 当时正值隆冬， 一名离家出走的流浪
人员因股骨颈骨折被120送到丰盛医院， 齐越峰了解他
的情况后， 动完手术， 又与民政、 街道、 派出所等多
部门联动， 冒着严寒， 帮他找到了家人。 类似的事情
还有很多， 从医多年， 齐越峰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学
医的 “初心” 和 “信念”， 要当一名 “良医”。

在齐越峰的带领下， 近年来， 丰盛医院的医疗质
量和患者满意度不断提升。 现在， 西城区每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都与上级医院建立了紧密型医联体， 实行
管理一体化、 基本医疗一体化、 公共卫生一体化 “三
个一体化” 管理。 丰盛医院与金融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也组成了这样紧密型的医联体。
“我们现在在金融街地区设立了6个卫生服务站。

金融街社区卫生中心主任是医院领导班子成员， 医院
和中心实现人才、 资源等共享。 在临床检验、 医学影
像等方面统筹管理。” 齐越峰介绍道。

以检验为例， 由于社区没有空间放置大型检验设
备， 现在医院每天都会派出专车下到社区中心所属的
6个站去取采集好的血样， 送回到医院检验后再反馈回
检验结果 。 此外 ， 站点医生都是全科医生 ， 有处方
权， 并且参与到了社区家庭医生团队中。 守护社区百
姓健康， 做他们的健康管理者。

齐越峰说 ： “学术精 、 创新快 、 服务强 、 效率
高， 才是未来医院发展的大势所在。”

坚持同工同酬 让职工舒心工作

“不管有没有编制， 医院的职工都是同工同酬，
连工会福利也都是相同的。 比如有些医生没有北京户
口， 不能进编， 但是已经在我们医院工作了十几年，
这在医院里是很难得的。” 齐越峰说。

齐越峰表示， 医院是一个知识密集型单位。 医生
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受教育程度高。 本科，普通院校4
年，医学生起码5年，再加上研究生3年，博士生3年，学医
的人进入社会，从业的时候，往往不如本科学IT、 金融
的同学收入高，但是他们为什么还坚守着这份职业？

“医德高尚是一方面。 但更多的是， 从医之路，
既然选择了就不是为了挣钱。 他们渴望的是被理解、
被认可。 但是现在社会上伤医事件频发， 他们就会感
到不被认同和理解， 时常会有一种挫败感。 所以我希
望能从工会的角度 ， 从社会的角度 ， 对他们进行关
心、 关爱。” 齐越峰说， “生、 老、 病、 死都在医院
发生 ， 但我们客观地说 ， 不是所有疾病都能治愈 。
‘有时去治愈； 常常去帮助； 总是去安慰。’ 这是医生
的本职， 希望大家对医生能有更多的宽容。”

齐越峰介绍， 医护人员面临很大的职场压力， 也
许他们在患者面前始终保持微笑， 但实际上他们身心
疲惫。 有的医生回家后累得连话都不愿意说， 有的医
生甚至还患有轻度抑郁症。 受医院场地的限制， 没有
办法为大家建设 “减压小屋” 等设施， 但是会经常组
织一些活动， 目的就是为了给职工减压。 除此， 也鼓
励大家带薪休假， 外出放松身心。

“让病人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合适的药”

2017年， 齐越峰被推选成为十三届北京市政协委
员 ， 他深知自己的职责 ， 直面民生和百姓关注的热
点、 难点问题， 在政协工作中多次提出关乎民生健康
和医疗改革的议案。 2017年全市启动了医药分开综合
改革， 其中， 如何合理用药、 使用价廉效优的药物更
是政府和医院管理者着力要解决的事情 。 “据我了
解， 很多医疗机构制剂都是老中医的经验方， 有着非
常好的疗效， 深受患者欢迎， 如果将其纳入医保报销
范畴后， 可以让百姓进一步享受到质优价廉的中医药
服务， 同时也是对中医药事业的鼓励和促进。 另外，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价格低廉， 一般在十几元左右， 远
低于目前中成药几十元的定价， 纳入医保管理后， 能
增加医疗机构和百姓使用的积极性， 在临床上可以替
代某些中成药，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节约全市医保基金
的使用， 缓解北京医保基金压力。” 齐越峰说。

“中药制剂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后，管理部门还能进
一步严格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注册、审批和监管，确保
质量和安全，使人民群众能够使用到疗效可靠、安全放
心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 进一步享受到医改带来的切
实红利。 ”齐越峰表示，随着医改的深入，控制医疗费
用、合理使用、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必将是一个永恒的
主题，我们要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合适的药。

2018年， 他在议案中提出取消医用耗材加成、 将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纳入医保报销范畴等建议， 均为各
级领导所重视。 2019年6月15日启动的医耗联动综合改
革真正实现了医用耗材零加成的提案目的 。 齐越峰
说 ， 看到医改持续推进 ， 为人民群众带来了民生福
祉， 作为政协委员， 深感欣慰。

大博士扎根小医院

在孩提时期， 齐越峰就坚定了要当医生的理想，
想当医生， 就要考取医学院， 众所周知， 医学院的分
数要相对高一些， 为了接近自己的理想， 齐越峰一头
扎进书海，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 他如愿考进中医
药大学的中医骨伤系， 十余年后又考取了中国中医科
学院博士研究生， 师从全国中医骨伤名师、 “清宫正
骨手法” 代表性传承人孙树椿教授。 “从老师那里，
我学到的不仅是学识， 更是刻苦的执着之心， 救世的
慈悲之心， 和律己的清正之心。 从医这些年来， 我也
一直以此为勉， 丝毫不敢懈怠。” 齐越峰由衷地说道。

2002年， 齐越峰获得了博士学位， “师从名家”、
“医学博士” 头顶这些光环， 齐越峰本可以选择到大
型三甲医院就职， 而他却毅然决然地选择来到北京市
丰盛中医骨伤专科医院。 当时的丰盛医院只是一家很
小的一级医院， 同大医院相比， 这里的医院管理、 医
疗水平、 学科建设、 服务水平都不可相提并论。 “当
时， 不光我们医院， 全西城区的医疗系统中都没有这
么高学历的人。” 张羽是丰盛医院的工会主席， 他已
经在这里工作近20年， 回忆起齐越峰初来医院时的情
景， 他记忆犹新， 那是2002年8月， 齐越峰到丰盛医院
就职的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甚至还有媒体以 《小医
院留住大博士》 为标题， 报道了这件事。

“虽然头顶博士的光环， 但是他却一点架子都没
有， 从一名普通的科室医生做起， 无论在门诊、 急诊
还是病房， 他都毫无怨言， 兢兢业业， 认真对待每名
病人。” 张羽说， 齐越峰的到来， 为丰盛医院注入了
新的活力， “大家都能感到他是个干实事的人， 他想
把医院做好， 带我们起飞。”

被患者赞“指尖上有奇迹”

“宁为良医， 不为良相” ———这是齐越峰报考医
学院时的 “初心”， 走上工作岗位后， 当一名 “良医”
更成了他的 “信念”。 在这个信念的激励下， 齐越峰
一边不断钻研业务， 一边积累临床经验， 很快， 便对
骨伤科的多种疑难病有了自己独到见解， 他主张引入
微创治疗手段， 到丰盛医院仅一年多的时间， 他便促
使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我是从小乡村里走出来的， 深知小地方的群众
看病难。” 为了历练自己， 更为了造福一方百姓， 2004
年， 齐越峰下到延庆区珍珠泉乡卫生院， 进行了为期
半年的医疗技术对口支援， 那是一个位于深山中的小
乡村 ， 各项条件都非常艰苦 ， 但是齐越峰却无怨无
悔 ， 他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 ， 支援期
间， 他一边为患病村民治疗， 一边主动向当地医务人

员传授医疗知识 、 经验 ， 获得赞誉一片 。 当年8月 ，
《健康报》 以 《博士下乡》 为标题对其事迹予以报道，
并高度评价。

2008年， 汶川大地震后， 北京派出了医疗队支援
灾区， 齐越峰作为中医骨伤专家也参与了在四川什邡
开展的救援工作 ， 并且在那里一呆就是三个月 。 当
时， 齐越峰和其他5名队员被安排在什邡市最大的一
所二级甲等综合医院。 根据个人专长， 齐越峰进了骨
科。 这里的病人大多是在地震中受伤， 以创伤骨折为
主， 开放伤、 复合伤居多， 而且伤情较重。 齐越峰的
主要任务是参加手术方案的制定和手术操作、 年轻医
生的临床带教、 疑难病例讨论。

在灾区的每一天， 齐越峰几乎都有一台大手术。
“到医院的第二天， 我就参加了一台第二腰椎爆裂骨
折切开复位椎弓根钉内固定手术， 手术很成功。 还曾
有一次连续做了9小时高强度手术， 抢救危重病人。”
齐越峰回忆说。 “每一次手术成功后， 病人对我的声
声谢意， 都使我很感动。 这是对我们首都医务工作者
的莫大信任， 这更增加了我作为北京医生的责任感和
荣誉感。” 齐越峰说。

2010年， 齐越峰晋升为骨科主任医师， 彼时的他，
医术手法已经日益成熟 ， 很多人都慕名前来找他看
病， 在患者中间， 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在丰盛医院
“不开刀， 能接骨， 弯着腰进门， 直着腰走出去。”

曾有一位女性患者， 因为颈椎病， 每每睡到半夜
都会痛醒。 在半年的时间里， 她四处求医问诊， 却毫
无改善。 最后， 她慕名来到丰盛医院， 找到了齐越峰。
第一次治疗， 齐越峰采用 “清宫正骨手法”， 仅用了15
分钟， 就让这位患者的病情得到了缓解， 三次治疗后，
患者就大好了。 “他的治疗手法让我感觉有一股热流
从肩头到手指， 而且有种气流涌到头顶， 我顿时耳清
目明， 感觉背部压了快半年的包袱一下子就卸掉了。”
女患者激动地说。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那些被“揉一揉”“按一按”
病情就得到缓解的患者说： 中医手法简直就是指尖上
的奇迹啊！ 而每每有患者称赞齐越峰妙手仁心时， 他
总是报之一笑。 他说，中医手法的确要求将力量凝结在
指尖上， 但作为现代医学管理者， 指尖不光要练习精
准的中医手法， 还要以指尖联通医学技术与科技智能
潮流， 这样才能让中医手法真正成为指尖上的奇迹。

“只做该做的手术，不做过度医疗”

2016年， 齐越峰接任丰盛医院院长， 那一年， 他
刚刚四十出头 。 论业务 ， 丰盛医院上下无人不敬佩
他， 但是论管理， 他能行吗？ 上任之初， 也曾有人对
这位年轻的院长有所质疑。 但是很快， 齐越峰就用实
际行动告诉大家， 他不仅是一位传承中医国粹的优秀
医生， 还是一位努力创新的优秀管理者。

齐越峰上任时， 正值北京市首轮医疗改革， 面对
压力 ， 他选择了迎难而上 ， 围绕医疗改革 、 专科建
设、 医保管理等方面， 他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 并
总结出了一套适应当今卫生改革的医院发展思路和医
院管理方法。

医改中 ， 有一项指标是患者就诊 “均次费用 ”，
这一项数据， 丰盛医院全市排名较低， 受到患者的高
度认可。 这一成绩， 得益于齐越峰坚持多年的一个理
念： 着力发展丰盛医院的中医特色。 齐越峰担任院长
不久， 致力于打造中医骨伤和微创骨科的学科发展理
念， 在全院推行阶梯治疗原则， 引导全院医生 “只做

该做的手术， 不做想做的手术， 手术能不做就不做，
能微创就不动刀。”

什么是 “想做” 的手术呢？ 从医院的角度来看，
做手术更赚钱， 所以有些 “可做可不做的” 手术， 医
生也会选择给病人做， 齐越峰便管这类手术叫 “医生
想做的手术”。 为此， 医院专门制定了考核指标， 限
制医生每月做手术的数量， 如果没达到数量， 就给予
奖励， 如果超过了数量， 就给予惩罚。 通过一系列相
关措施， 丰盛医院的中医骨科特色得到充分发扬。

在丰盛医院， 大家都知道齐越峰有一个 “爱好”：
在手术室门口拦人。 有很多病人， 一只脚已经踏进了
手术室， 又生生被齐越峰给拽了出来。 有一位手腕桡
骨远端骨折的患者， 几天后就要做手术了， 可是他的
家庭条件不好， 听说丰盛医院擅长用中医方法治疗骨
伤， 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齐越峰， 在看过他的
患处后， 齐越峰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你这个手术，
没必要！” 齐越峰建议他放弃手术， 选择中医正骨治
疗。 丰盛医院一名医生说， 这几年， 齐越峰用传统疗
法， 先后治愈了十几位要动手术的病人。

齐越峰说， 中医讲 “骨肉相连， 筋能束骨”， 80%
的患者可用正骨手法接上， 以夹板再养护5周， 拆除
夹板后康复一两个月， 即可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全
部费用不足5000元。 而若选择开刀动手术， 一周内的
花费就是3万多。 “疗效相同， 但价格对比明显， 更凸
显中医的优势。 我们医生有义务消解老百姓看病贵、
看病难的痛点， 尽量降低患者的就医成本， 让老百姓
看得起病。”

“先救人，不要考虑押金”

“齐院长， 有一个病人的手搅进了机器， 情况很
严重， 需要立即手术， 但是， 他没有带钱。” “先救
人， 不要考虑押金， 立即通知相关医生， 准备手术，
我马上回医院！” 有一次， 忙碌了一天的齐越峰刚离
开医院 ， 就接到同事的电话 ， 挂了电话 ， 他二话不
说， 调转车头又返回了医院。

病人是东四包子铺的和面工， 工作时， 不慎被机
器绞伤， 导致前臂、 上臂等多部位骨折， 因为押金不
够， 辗转几家医院均被拒。 那台手术， 齐越峰和同事
连续做了6个小时， 最终， 病人胳膊保住了。

还有一次， 当时正值隆冬， 一名离家出走的流浪
人员因股骨颈骨折被120送到丰盛医院， 齐越峰了解他
的情况后， 动完手术， 又与民政、 街道、 派出所等多
部门联动， 冒着严寒， 帮他找到了家人。 类似的事情
还有很多， 从医多年， 齐越峰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学
医的 “初心” 和 “信念”， 要当一名 “良医”。

在齐越峰的带领下， 近年来， 丰盛医院的医疗质
量和患者满意度不断提升。 现在， 西城区每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都与上级医院建立了紧密型医联体， 实行
管理一体化、 基本医疗一体化、 公共卫生一体化 “三
个一体化” 管理。 丰盛医院与金融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也组成了这样紧密型的医联体。
“我们现在在金融街地区设立了6个卫生服务站。

金融街社区卫生中心主任是医院领导班子成员， 医院
和中心实现人才、 资源等共享。 在临床检验、 医学影
像等方面统筹管理。” 齐越峰介绍道。

以检验为例， 由于社区没有空间放置大型检验设
备， 现在医院每天都会派出专车下到社区中心所属的
6个站去取采集好的血样， 送回到医院检验后再反馈回
检验结果 。 此外 ， 站点医生都是全科医生 ， 有处方
权， 并且参与到了社区家庭医生团队中。 守护社区百
姓健康， 做他们的健康管理者。

齐越峰说 ： “学术精 、 创新快 、 服务强 、 效率
高， 才是未来医院发展的大势所在。”

坚持同工同酬 让职工舒心工作

“不管有没有编制， 医院的职工都是同工同酬，
连工会福利也都是相同的。 比如有些医生没有北京户
口， 不能进编， 但是已经在我们医院工作了十几年，
这在医院里是很难得的。” 齐越峰说。

齐越峰表示， 医院是一个知识密集型单位。 医生
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受教育程度高。 本科，普通院校4
年，医学生起码5年，再加上研究生3年，博士生3年，学医
的人进入社会，从业的时候，往往不如本科学IT、 金融
的同学收入高，但是他们为什么还坚守着这份职业？

“医德高尚是一方面。 但更多的是， 从医之路，
既然选择了就不是为了挣钱。 他们渴望的是被理解、
被认可。 但是现在社会上伤医事件频发， 他们就会感
到不被认同和理解， 时常会有一种挫败感。 所以我希
望能从工会的角度 ， 从社会的角度 ， 对他们进行关
心、 关爱。” 齐越峰说， “生、 老、 病、 死都在医院
发生 ， 但我们客观地说 ， 不是所有疾病都能治愈 。
‘有时去治愈； 常常去帮助； 总是去安慰。’ 这是医生
的本职， 希望大家对医生能有更多的宽容。”

齐越峰介绍， 医护人员面临很大的职场压力， 也
许他们在患者面前始终保持微笑， 但实际上他们身心
疲惫。 有的医生回家后累得连话都不愿意说， 有的医
生甚至还患有轻度抑郁症。 受医院场地的限制， 没有
办法为大家建设 “减压小屋” 等设施， 但是会经常组
织一些活动， 目的就是为了给职工减压。 除此， 也鼓
励大家带薪休假， 外出放松身心。

“让病人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合适的药”

2017年， 齐越峰被推选成为十三届北京市政协委
员 ， 他深知自己的职责 ， 直面民生和百姓关注的热
点、 难点问题， 在政协工作中多次提出关乎民生健康
和医疗改革的议案。 2017年全市启动了医药分开综合
改革， 其中， 如何合理用药、 使用价廉效优的药物更
是政府和医院管理者着力要解决的事情 。 “据我了
解， 很多医疗机构制剂都是老中医的经验方， 有着非
常好的疗效， 深受患者欢迎， 如果将其纳入医保报销
范畴后， 可以让百姓进一步享受到质优价廉的中医药
服务， 同时也是对中医药事业的鼓励和促进。 另外，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价格低廉， 一般在十几元左右， 远
低于目前中成药几十元的定价， 纳入医保管理后， 能
增加医疗机构和百姓使用的积极性， 在临床上可以替
代某些中成药，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节约全市医保基金
的使用， 缓解北京医保基金压力。” 齐越峰说。

“中药制剂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后，管理部门还能进
一步严格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注册、审批和监管，确保
质量和安全，使人民群众能够使用到疗效可靠、安全放
心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 进一步享受到医改带来的切
实红利。 ”齐越峰表示，随着医改的深入，控制医疗费
用、合理使用、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必将是一个永恒的
主题，我们要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合适的药。

2018年， 他在议案中提出取消医用耗材加成、 将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纳入医保报销范畴等建议， 均为各
级领导所重视。 2019年6月15日启动的医耗联动综合改
革真正实现了医用耗材零加成的提案目的 。 齐越峰
说 ， 看到医改持续推进 ， 为人民群众带来了民生福
祉， 作为政协委员， 深感欣慰。

大博士扎根小医院

在孩提时期， 齐越峰就坚定了要当医生的理想，
想当医生， 就要考取医学院， 众所周知， 医学院的分
数要相对高一些， 为了接近自己的理想， 齐越峰一头
扎进书海，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 他如愿考进中医
药大学的中医骨伤系， 十余年后又考取了中国中医科
学院博士研究生， 师从全国中医骨伤名师、 “清宫正
骨手法” 代表性传承人孙树椿教授。 “从老师那里，
我学到的不仅是学识， 更是刻苦的执着之心， 救世的
慈悲之心， 和律己的清正之心。 从医这些年来， 我也
一直以此为勉， 丝毫不敢懈怠。” 齐越峰由衷地说道。

2002年， 齐越峰获得了博士学位， “师从名家”、
“医学博士” 头顶这些光环， 齐越峰本可以选择到大
型三甲医院就职， 而他却毅然决然地选择来到北京市
丰盛中医骨伤专科医院。 当时的丰盛医院只是一家很
小的一级医院， 同大医院相比， 这里的医院管理、 医
疗水平、 学科建设、 服务水平都不可相提并论。 “当
时， 不光我们医院， 全西城区的医疗系统中都没有这
么高学历的人。” 张羽是丰盛医院的工会主席， 他已
经在这里工作近20年， 回忆起齐越峰初来医院时的情
景， 他记忆犹新， 那是2002年8月， 齐越峰到丰盛医院
就职的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甚至还有媒体以 《小医
院留住大博士》 为标题， 报道了这件事。

“虽然头顶博士的光环， 但是他却一点架子都没
有， 从一名普通的科室医生做起， 无论在门诊、 急诊
还是病房， 他都毫无怨言， 兢兢业业， 认真对待每名
病人。” 张羽说， 齐越峰的到来， 为丰盛医院注入了
新的活力， “大家都能感到他是个干实事的人， 他想
把医院做好， 带我们起飞。”

被患者赞“指尖上有奇迹”

“宁为良医， 不为良相” ———这是齐越峰报考医
学院时的 “初心”， 走上工作岗位后， 当一名 “良医”
更成了他的 “信念”。 在这个信念的激励下， 齐越峰
一边不断钻研业务， 一边积累临床经验， 很快， 便对
骨伤科的多种疑难病有了自己独到见解， 他主张引入
微创治疗手段， 到丰盛医院仅一年多的时间， 他便促
使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我是从小乡村里走出来的， 深知小地方的群众
看病难。” 为了历练自己， 更为了造福一方百姓， 2004
年， 齐越峰下到延庆区珍珠泉乡卫生院， 进行了为期
半年的医疗技术对口支援， 那是一个位于深山中的小
乡村 ， 各项条件都非常艰苦 ， 但是齐越峰却无怨无
悔 ， 他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 ， 支援期
间， 他一边为患病村民治疗， 一边主动向当地医务人

员传授医疗知识 、 经验 ， 获得赞誉一片 。 当年8月 ，
《健康报》 以 《博士下乡》 为标题对其事迹予以报道，
并高度评价。

2008年， 汶川大地震后， 北京派出了医疗队支援
灾区， 齐越峰作为中医骨伤专家也参与了在四川什邡
开展的救援工作 ， 并且在那里一呆就是三个月 。 当
时， 齐越峰和其他5名队员被安排在什邡市最大的一
所二级甲等综合医院。 根据个人专长， 齐越峰进了骨
科。 这里的病人大多是在地震中受伤， 以创伤骨折为
主， 开放伤、 复合伤居多， 而且伤情较重。 齐越峰的
主要任务是参加手术方案的制定和手术操作、 年轻医
生的临床带教、 疑难病例讨论。

在灾区的每一天， 齐越峰几乎都有一台大手术。
“到医院的第二天， 我就参加了一台第二腰椎爆裂骨
折切开复位椎弓根钉内固定手术， 手术很成功。 还曾
有一次连续做了9小时高强度手术， 抢救危重病人。”
齐越峰回忆说。 “每一次手术成功后， 病人对我的声
声谢意， 都使我很感动。 这是对我们首都医务工作者
的莫大信任， 这更增加了我作为北京医生的责任感和
荣誉感。” 齐越峰说。

2010年， 齐越峰晋升为骨科主任医师， 彼时的他，
医术手法已经日益成熟 ， 很多人都慕名前来找他看
病， 在患者中间， 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在丰盛医院
“不开刀， 能接骨， 弯着腰进门， 直着腰走出去。”

曾有一位女性患者， 因为颈椎病， 每每睡到半夜
都会痛醒。 在半年的时间里， 她四处求医问诊， 却毫
无改善。 最后， 她慕名来到丰盛医院， 找到了齐越峰。
第一次治疗， 齐越峰采用 “清宫正骨手法”， 仅用了15
分钟， 就让这位患者的病情得到了缓解， 三次治疗后，
患者就大好了。 “他的治疗手法让我感觉有一股热流
从肩头到手指， 而且有种气流涌到头顶， 我顿时耳清
目明， 感觉背部压了快半年的包袱一下子就卸掉了。”
女患者激动地说。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那些被“揉一揉”“按一按”
病情就得到缓解的患者说： 中医手法简直就是指尖上
的奇迹啊！ 而每每有患者称赞齐越峰妙手仁心时， 他
总是报之一笑。 他说，中医手法的确要求将力量凝结在
指尖上， 但作为现代医学管理者， 指尖不光要练习精
准的中医手法， 还要以指尖联通医学技术与科技智能
潮流， 这样才能让中医手法真正成为指尖上的奇迹。

“只做该做的手术，不做过度医疗”

2016年， 齐越峰接任丰盛医院院长， 那一年， 他
刚刚四十出头 。 论业务 ， 丰盛医院上下无人不敬佩
他， 但是论管理， 他能行吗？ 上任之初， 也曾有人对
这位年轻的院长有所质疑。 但是很快， 齐越峰就用实
际行动告诉大家， 他不仅是一位传承中医国粹的优秀
医生， 还是一位努力创新的优秀管理者。

齐越峰上任时， 正值北京市首轮医疗改革， 面对
压力 ， 他选择了迎难而上 ， 围绕医疗改革 、 专科建
设、 医保管理等方面， 他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 并
总结出了一套适应当今卫生改革的医院发展思路和医
院管理方法。

医改中 ， 有一项指标是患者就诊 “均次费用 ”，
这一项数据， 丰盛医院全市排名较低， 受到患者的高
度认可。 这一成绩， 得益于齐越峰坚持多年的一个理
念： 着力发展丰盛医院的中医特色。 齐越峰担任院长
不久， 致力于打造中医骨伤和微创骨科的学科发展理
念， 在全院推行阶梯治疗原则， 引导全院医生 “只做

该做的手术， 不做想做的手术， 手术能不做就不做，
能微创就不动刀。”

什么是 “想做” 的手术呢？ 从医院的角度来看，
做手术更赚钱， 所以有些 “可做可不做的” 手术， 医
生也会选择给病人做， 齐越峰便管这类手术叫 “医生
想做的手术”。 为此， 医院专门制定了考核指标， 限
制医生每月做手术的数量， 如果没达到数量， 就给予
奖励， 如果超过了数量， 就给予惩罚。 通过一系列相
关措施， 丰盛医院的中医骨科特色得到充分发扬。

在丰盛医院， 大家都知道齐越峰有一个 “爱好”：
在手术室门口拦人。 有很多病人， 一只脚已经踏进了
手术室， 又生生被齐越峰给拽了出来。 有一位手腕桡
骨远端骨折的患者， 几天后就要做手术了， 可是他的
家庭条件不好， 听说丰盛医院擅长用中医方法治疗骨
伤， 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齐越峰， 在看过他的
患处后， 齐越峰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你这个手术，
没必要！” 齐越峰建议他放弃手术， 选择中医正骨治
疗。 丰盛医院一名医生说， 这几年， 齐越峰用传统疗
法， 先后治愈了十几位要动手术的病人。

齐越峰说， 中医讲 “骨肉相连， 筋能束骨”， 80%
的患者可用正骨手法接上， 以夹板再养护5周， 拆除
夹板后康复一两个月， 即可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全
部费用不足5000元。 而若选择开刀动手术， 一周内的
花费就是3万多。 “疗效相同， 但价格对比明显， 更凸
显中医的优势。 我们医生有义务消解老百姓看病贵、
看病难的痛点， 尽量降低患者的就医成本， 让老百姓
看得起病。”

“先救人，不要考虑押金”

“齐院长， 有一个病人的手搅进了机器， 情况很
严重， 需要立即手术， 但是， 他没有带钱。” “先救
人， 不要考虑押金， 立即通知相关医生， 准备手术，
我马上回医院！” 有一次， 忙碌了一天的齐越峰刚离
开医院 ， 就接到同事的电话 ， 挂了电话 ， 他二话不
说， 调转车头又返回了医院。

病人是东四包子铺的和面工， 工作时， 不慎被机
器绞伤， 导致前臂、 上臂等多部位骨折， 因为押金不
够， 辗转几家医院均被拒。 那台手术， 齐越峰和同事
连续做了6个小时， 最终， 病人胳膊保住了。

还有一次， 当时正值隆冬， 一名离家出走的流浪
人员因股骨颈骨折被120送到丰盛医院， 齐越峰了解他
的情况后， 动完手术， 又与民政、 街道、 派出所等多
部门联动， 冒着严寒， 帮他找到了家人。 类似的事情
还有很多， 从医多年， 齐越峰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学
医的 “初心” 和 “信念”， 要当一名 “良医”。

在齐越峰的带领下， 近年来， 丰盛医院的医疗质
量和患者满意度不断提升。 现在， 西城区每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都与上级医院建立了紧密型医联体， 实行
管理一体化、 基本医疗一体化、 公共卫生一体化 “三
个一体化” 管理。 丰盛医院与金融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也组成了这样紧密型的医联体。
“我们现在在金融街地区设立了6个卫生服务站。

金融街社区卫生中心主任是医院领导班子成员， 医院
和中心实现人才、 资源等共享。 在临床检验、 医学影
像等方面统筹管理。” 齐越峰介绍道。

以检验为例， 由于社区没有空间放置大型检验设
备， 现在医院每天都会派出专车下到社区中心所属的
6个站去取采集好的血样， 送回到医院检验后再反馈回
检验结果 。 此外 ， 站点医生都是全科医生 ， 有处方
权， 并且参与到了社区家庭医生团队中。 守护社区百
姓健康， 做他们的健康管理者。

齐越峰说 ： “学术精 、 创新快 、 服务强 、 效率
高， 才是未来医院发展的大势所在。”

坚持同工同酬 让职工舒心工作

“不管有没有编制， 医院的职工都是同工同酬，
连工会福利也都是相同的。 比如有些医生没有北京户
口， 不能进编， 但是已经在我们医院工作了十几年，
这在医院里是很难得的。” 齐越峰说。

齐越峰表示， 医院是一个知识密集型单位。 医生
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受教育程度高。 本科，普通院校4
年，医学生起码5年，再加上研究生3年，博士生3年，学医
的人进入社会，从业的时候，往往不如本科学IT、 金融
的同学收入高，但是他们为什么还坚守着这份职业？

“医德高尚是一方面。 但更多的是， 从医之路，
既然选择了就不是为了挣钱。 他们渴望的是被理解、
被认可。 但是现在社会上伤医事件频发， 他们就会感
到不被认同和理解， 时常会有一种挫败感。 所以我希
望能从工会的角度 ， 从社会的角度 ， 对他们进行关
心、 关爱。” 齐越峰说， “生、 老、 病、 死都在医院
发生 ， 但我们客观地说 ， 不是所有疾病都能治愈 。
‘有时去治愈； 常常去帮助； 总是去安慰。’ 这是医生
的本职， 希望大家对医生能有更多的宽容。”

齐越峰介绍， 医护人员面临很大的职场压力， 也
许他们在患者面前始终保持微笑， 但实际上他们身心
疲惫。 有的医生回家后累得连话都不愿意说， 有的医
生甚至还患有轻度抑郁症。 受医院场地的限制， 没有
办法为大家建设 “减压小屋” 等设施， 但是会经常组
织一些活动， 目的就是为了给职工减压。 除此， 也鼓
励大家带薪休假， 外出放松身心。

“让病人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合适的药”

2017年， 齐越峰被推选成为十三届北京市政协委
员 ， 他深知自己的职责 ， 直面民生和百姓关注的热
点、 难点问题， 在政协工作中多次提出关乎民生健康
和医疗改革的议案。 2017年全市启动了医药分开综合
改革， 其中， 如何合理用药、 使用价廉效优的药物更
是政府和医院管理者着力要解决的事情 。 “据我了
解， 很多医疗机构制剂都是老中医的经验方， 有着非
常好的疗效， 深受患者欢迎， 如果将其纳入医保报销
范畴后， 可以让百姓进一步享受到质优价廉的中医药
服务， 同时也是对中医药事业的鼓励和促进。 另外，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价格低廉， 一般在十几元左右， 远
低于目前中成药几十元的定价， 纳入医保管理后， 能
增加医疗机构和百姓使用的积极性， 在临床上可以替
代某些中成药，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节约全市医保基金
的使用， 缓解北京医保基金压力。” 齐越峰说。

“中药制剂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后，管理部门还能进
一步严格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注册、审批和监管，确保
质量和安全，使人民群众能够使用到疗效可靠、安全放
心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 进一步享受到医改带来的切
实红利。 ”齐越峰表示，随着医改的深入，控制医疗费
用、合理使用、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必将是一个永恒的
主题，我们要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合适的药。

2018年， 他在议案中提出取消医用耗材加成、 将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纳入医保报销范畴等建议， 均为各
级领导所重视。 2019年6月15日启动的医耗联动综合改
革真正实现了医用耗材零加成的提案目的 。 齐越峰
说 ， 看到医改持续推进 ， 为人民群众带来了民生福
祉， 作为政协委员， 深感欣慰。

大博士扎根小医院

在孩提时期， 齐越峰就坚定了要当医生的理想，
想当医生， 就要考取医学院， 众所周知， 医学院的分
数要相对高一些， 为了接近自己的理想， 齐越峰一头
扎进书海，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 他如愿考进中医
药大学的中医骨伤系， 十余年后又考取了中国中医科
学院博士研究生， 师从全国中医骨伤名师、 “清宫正
骨手法” 代表性传承人孙树椿教授。 “从老师那里，
我学到的不仅是学识， 更是刻苦的执着之心， 救世的
慈悲之心， 和律己的清正之心。 从医这些年来， 我也
一直以此为勉， 丝毫不敢懈怠。” 齐越峰由衷地说道。

2002年， 齐越峰获得了博士学位， “师从名家”、
“医学博士” 头顶这些光环， 齐越峰本可以选择到大
型三甲医院就职， 而他却毅然决然地选择来到北京市
丰盛中医骨伤专科医院。 当时的丰盛医院只是一家很
小的一级医院， 同大医院相比， 这里的医院管理、 医
疗水平、 学科建设、 服务水平都不可相提并论。 “当
时， 不光我们医院， 全西城区的医疗系统中都没有这
么高学历的人。” 张羽是丰盛医院的工会主席， 他已
经在这里工作近20年， 回忆起齐越峰初来医院时的情
景， 他记忆犹新， 那是2002年8月， 齐越峰到丰盛医院
就职的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甚至还有媒体以 《小医
院留住大博士》 为标题， 报道了这件事。

“虽然头顶博士的光环， 但是他却一点架子都没
有， 从一名普通的科室医生做起， 无论在门诊、 急诊
还是病房， 他都毫无怨言， 兢兢业业， 认真对待每名
病人。” 张羽说， 齐越峰的到来， 为丰盛医院注入了
新的活力， “大家都能感到他是个干实事的人， 他想
把医院做好， 带我们起飞。”

被患者赞“指尖上有奇迹”

“宁为良医， 不为良相” ———这是齐越峰报考医
学院时的 “初心”， 走上工作岗位后， 当一名 “良医”
更成了他的 “信念”。 在这个信念的激励下， 齐越峰
一边不断钻研业务， 一边积累临床经验， 很快， 便对
骨伤科的多种疑难病有了自己独到见解， 他主张引入
微创治疗手段， 到丰盛医院仅一年多的时间， 他便促
使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我是从小乡村里走出来的， 深知小地方的群众
看病难。” 为了历练自己， 更为了造福一方百姓， 2004
年， 齐越峰下到延庆区珍珠泉乡卫生院， 进行了为期
半年的医疗技术对口支援， 那是一个位于深山中的小
乡村 ， 各项条件都非常艰苦 ， 但是齐越峰却无怨无
悔 ， 他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 ， 支援期
间， 他一边为患病村民治疗， 一边主动向当地医务人

员传授医疗知识 、 经验 ， 获得赞誉一片 。 当年8月 ，
《健康报》 以 《博士下乡》 为标题对其事迹予以报道，
并高度评价。

2008年， 汶川大地震后， 北京派出了医疗队支援
灾区， 齐越峰作为中医骨伤专家也参与了在四川什邡
开展的救援工作 ， 并且在那里一呆就是三个月 。 当
时， 齐越峰和其他5名队员被安排在什邡市最大的一
所二级甲等综合医院。 根据个人专长， 齐越峰进了骨
科。 这里的病人大多是在地震中受伤， 以创伤骨折为
主， 开放伤、 复合伤居多， 而且伤情较重。 齐越峰的
主要任务是参加手术方案的制定和手术操作、 年轻医
生的临床带教、 疑难病例讨论。

在灾区的每一天， 齐越峰几乎都有一台大手术。
“到医院的第二天， 我就参加了一台第二腰椎爆裂骨
折切开复位椎弓根钉内固定手术， 手术很成功。 还曾
有一次连续做了9小时高强度手术， 抢救危重病人。”
齐越峰回忆说。 “每一次手术成功后， 病人对我的声
声谢意， 都使我很感动。 这是对我们首都医务工作者
的莫大信任， 这更增加了我作为北京医生的责任感和
荣誉感。” 齐越峰说。

2010年， 齐越峰晋升为骨科主任医师， 彼时的他，
医术手法已经日益成熟 ， 很多人都慕名前来找他看
病， 在患者中间， 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在丰盛医院
“不开刀， 能接骨， 弯着腰进门， 直着腰走出去。”

曾有一位女性患者， 因为颈椎病， 每每睡到半夜
都会痛醒。 在半年的时间里， 她四处求医问诊， 却毫
无改善。 最后， 她慕名来到丰盛医院， 找到了齐越峰。
第一次治疗， 齐越峰采用 “清宫正骨手法”， 仅用了15
分钟， 就让这位患者的病情得到了缓解， 三次治疗后，
患者就大好了。 “他的治疗手法让我感觉有一股热流
从肩头到手指， 而且有种气流涌到头顶， 我顿时耳清
目明， 感觉背部压了快半年的包袱一下子就卸掉了。”
女患者激动地说。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那些被“揉一揉”“按一按”
病情就得到缓解的患者说： 中医手法简直就是指尖上
的奇迹啊！ 而每每有患者称赞齐越峰妙手仁心时， 他
总是报之一笑。 他说，中医手法的确要求将力量凝结在
指尖上， 但作为现代医学管理者， 指尖不光要练习精
准的中医手法， 还要以指尖联通医学技术与科技智能
潮流， 这样才能让中医手法真正成为指尖上的奇迹。

“只做该做的手术，不做过度医疗”

2016年， 齐越峰接任丰盛医院院长， 那一年， 他
刚刚四十出头 。 论业务 ， 丰盛医院上下无人不敬佩
他， 但是论管理， 他能行吗？ 上任之初， 也曾有人对
这位年轻的院长有所质疑。 但是很快， 齐越峰就用实
际行动告诉大家， 他不仅是一位传承中医国粹的优秀
医生， 还是一位努力创新的优秀管理者。

齐越峰上任时， 正值北京市首轮医疗改革， 面对
压力 ， 他选择了迎难而上 ， 围绕医疗改革 、 专科建
设、 医保管理等方面， 他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 并
总结出了一套适应当今卫生改革的医院发展思路和医
院管理方法。

医改中 ， 有一项指标是患者就诊 “均次费用 ”，
这一项数据， 丰盛医院全市排名较低， 受到患者的高
度认可。 这一成绩， 得益于齐越峰坚持多年的一个理
念： 着力发展丰盛医院的中医特色。 齐越峰担任院长
不久， 致力于打造中医骨伤和微创骨科的学科发展理
念， 在全院推行阶梯治疗原则， 引导全院医生 “只做

该做的手术， 不做想做的手术， 手术能不做就不做，
能微创就不动刀。”

什么是 “想做” 的手术呢？ 从医院的角度来看，
做手术更赚钱， 所以有些 “可做可不做的” 手术， 医
生也会选择给病人做， 齐越峰便管这类手术叫 “医生
想做的手术”。 为此， 医院专门制定了考核指标， 限
制医生每月做手术的数量， 如果没达到数量， 就给予
奖励， 如果超过了数量， 就给予惩罚。 通过一系列相
关措施， 丰盛医院的中医骨科特色得到充分发扬。

在丰盛医院， 大家都知道齐越峰有一个 “爱好”：
在手术室门口拦人。 有很多病人， 一只脚已经踏进了
手术室， 又生生被齐越峰给拽了出来。 有一位手腕桡
骨远端骨折的患者， 几天后就要做手术了， 可是他的
家庭条件不好， 听说丰盛医院擅长用中医方法治疗骨
伤， 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齐越峰， 在看过他的
患处后， 齐越峰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你这个手术，
没必要！” 齐越峰建议他放弃手术， 选择中医正骨治
疗。 丰盛医院一名医生说， 这几年， 齐越峰用传统疗
法， 先后治愈了十几位要动手术的病人。

齐越峰说， 中医讲 “骨肉相连， 筋能束骨”， 80%
的患者可用正骨手法接上， 以夹板再养护5周， 拆除
夹板后康复一两个月， 即可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全
部费用不足5000元。 而若选择开刀动手术， 一周内的
花费就是3万多。 “疗效相同， 但价格对比明显， 更凸
显中医的优势。 我们医生有义务消解老百姓看病贵、
看病难的痛点， 尽量降低患者的就医成本， 让老百姓
看得起病。”

“先救人，不要考虑押金”

“齐院长， 有一个病人的手搅进了机器， 情况很
严重， 需要立即手术， 但是， 他没有带钱。” “先救
人， 不要考虑押金， 立即通知相关医生， 准备手术，
我马上回医院！” 有一次， 忙碌了一天的齐越峰刚离
开医院 ， 就接到同事的电话 ， 挂了电话 ， 他二话不
说， 调转车头又返回了医院。

病人是东四包子铺的和面工， 工作时， 不慎被机
器绞伤， 导致前臂、 上臂等多部位骨折， 因为押金不
够， 辗转几家医院均被拒。 那台手术， 齐越峰和同事
连续做了6个小时， 最终， 病人胳膊保住了。

还有一次， 当时正值隆冬， 一名离家出走的流浪
人员因股骨颈骨折被120送到丰盛医院， 齐越峰了解他
的情况后， 动完手术， 又与民政、 街道、 派出所等多
部门联动， 冒着严寒， 帮他找到了家人。 类似的事情
还有很多， 从医多年， 齐越峰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学
医的 “初心” 和 “信念”， 要当一名 “良医”。

在齐越峰的带领下， 近年来， 丰盛医院的医疗质
量和患者满意度不断提升。 现在， 西城区每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都与上级医院建立了紧密型医联体， 实行
管理一体化、 基本医疗一体化、 公共卫生一体化 “三
个一体化” 管理。 丰盛医院与金融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也组成了这样紧密型的医联体。
“我们现在在金融街地区设立了6个卫生服务站。

金融街社区卫生中心主任是医院领导班子成员， 医院
和中心实现人才、 资源等共享。 在临床检验、 医学影
像等方面统筹管理。” 齐越峰介绍道。

以检验为例， 由于社区没有空间放置大型检验设
备， 现在医院每天都会派出专车下到社区中心所属的
6个站去取采集好的血样， 送回到医院检验后再反馈回
检验结果 。 此外 ， 站点医生都是全科医生 ， 有处方
权， 并且参与到了社区家庭医生团队中。 守护社区百
姓健康， 做他们的健康管理者。

齐越峰说 ： “学术精 、 创新快 、 服务强 、 效率
高， 才是未来医院发展的大势所在。”

坚持同工同酬 让职工舒心工作

“不管有没有编制， 医院的职工都是同工同酬，
连工会福利也都是相同的。 比如有些医生没有北京户
口， 不能进编， 但是已经在我们医院工作了十几年，
这在医院里是很难得的。” 齐越峰说。

齐越峰表示， 医院是一个知识密集型单位。 医生
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受教育程度高。 本科，普通院校4
年，医学生起码5年，再加上研究生3年，博士生3年，学医
的人进入社会，从业的时候，往往不如本科学IT、 金融
的同学收入高，但是他们为什么还坚守着这份职业？

“医德高尚是一方面。 但更多的是， 从医之路，
既然选择了就不是为了挣钱。 他们渴望的是被理解、
被认可。 但是现在社会上伤医事件频发， 他们就会感
到不被认同和理解， 时常会有一种挫败感。 所以我希
望能从工会的角度 ， 从社会的角度 ， 对他们进行关
心、 关爱。” 齐越峰说， “生、 老、 病、 死都在医院
发生 ， 但我们客观地说 ， 不是所有疾病都能治愈 。
‘有时去治愈； 常常去帮助； 总是去安慰。’ 这是医生
的本职， 希望大家对医生能有更多的宽容。”

齐越峰介绍， 医护人员面临很大的职场压力， 也
许他们在患者面前始终保持微笑， 但实际上他们身心
疲惫。 有的医生回家后累得连话都不愿意说， 有的医
生甚至还患有轻度抑郁症。 受医院场地的限制， 没有
办法为大家建设 “减压小屋” 等设施， 但是会经常组
织一些活动， 目的就是为了给职工减压。 除此， 也鼓
励大家带薪休假， 外出放松身心。

“让病人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合适的药”

2017年， 齐越峰被推选成为十三届北京市政协委
员 ， 他深知自己的职责 ， 直面民生和百姓关注的热
点、 难点问题， 在政协工作中多次提出关乎民生健康
和医疗改革的议案。 2017年全市启动了医药分开综合
改革， 其中， 如何合理用药、 使用价廉效优的药物更
是政府和医院管理者着力要解决的事情 。 “据我了
解， 很多医疗机构制剂都是老中医的经验方， 有着非
常好的疗效， 深受患者欢迎， 如果将其纳入医保报销
范畴后， 可以让百姓进一步享受到质优价廉的中医药
服务， 同时也是对中医药事业的鼓励和促进。 另外，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价格低廉， 一般在十几元左右， 远
低于目前中成药几十元的定价， 纳入医保管理后， 能
增加医疗机构和百姓使用的积极性， 在临床上可以替
代某些中成药，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节约全市医保基金
的使用， 缓解北京医保基金压力。” 齐越峰说。

“中药制剂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后，管理部门还能进
一步严格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注册、审批和监管，确保
质量和安全，使人民群众能够使用到疗效可靠、安全放
心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 进一步享受到医改带来的切
实红利。 ”齐越峰表示，随着医改的深入，控制医疗费
用、合理使用、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必将是一个永恒的
主题，我们要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合适的药。

2018年， 他在议案中提出取消医用耗材加成、 将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纳入医保报销范畴等建议， 均为各
级领导所重视。 2019年6月15日启动的医耗联动综合改
革真正实现了医用耗材零加成的提案目的 。 齐越峰
说 ， 看到医改持续推进 ， 为人民群众带来了民生福
祉， 作为政协委员， 深感欣慰。

大博士扎根小医院

在孩提时期， 齐越峰就坚定了要当医生的理想，
想当医生， 就要考取医学院， 众所周知， 医学院的分
数要相对高一些， 为了接近自己的理想， 齐越峰一头
扎进书海，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 他如愿考进中医
药大学的中医骨伤系， 十余年后又考取了中国中医科
学院博士研究生， 师从全国中医骨伤名师、 “清宫正
骨手法” 代表性传承人孙树椿教授。 “从老师那里，
我学到的不仅是学识， 更是刻苦的执着之心， 救世的
慈悲之心， 和律己的清正之心。 从医这些年来， 我也
一直以此为勉， 丝毫不敢懈怠。” 齐越峰由衷地说道。

2002年， 齐越峰获得了博士学位， “师从名家”、
“医学博士” 头顶这些光环， 齐越峰本可以选择到大
型三甲医院就职， 而他却毅然决然地选择来到北京市
丰盛中医骨伤专科医院。 当时的丰盛医院只是一家很
小的一级医院， 同大医院相比， 这里的医院管理、 医
疗水平、 学科建设、 服务水平都不可相提并论。 “当
时， 不光我们医院， 全西城区的医疗系统中都没有这
么高学历的人。” 张羽是丰盛医院的工会主席， 他已
经在这里工作近20年， 回忆起齐越峰初来医院时的情
景， 他记忆犹新， 那是2002年8月， 齐越峰到丰盛医院
就职的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甚至还有媒体以 《小医
院留住大博士》 为标题， 报道了这件事。

“虽然头顶博士的光环， 但是他却一点架子都没
有， 从一名普通的科室医生做起， 无论在门诊、 急诊
还是病房， 他都毫无怨言， 兢兢业业， 认真对待每名
病人。” 张羽说， 齐越峰的到来， 为丰盛医院注入了
新的活力， “大家都能感到他是个干实事的人， 他想
把医院做好， 带我们起飞。”

被患者赞“指尖上有奇迹”

“宁为良医， 不为良相” ———这是齐越峰报考医
学院时的 “初心”， 走上工作岗位后， 当一名 “良医”
更成了他的 “信念”。 在这个信念的激励下， 齐越峰
一边不断钻研业务， 一边积累临床经验， 很快， 便对
骨伤科的多种疑难病有了自己独到见解， 他主张引入
微创治疗手段， 到丰盛医院仅一年多的时间， 他便促
使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我是从小乡村里走出来的， 深知小地方的群众
看病难。” 为了历练自己， 更为了造福一方百姓， 2004
年， 齐越峰下到延庆区珍珠泉乡卫生院， 进行了为期
半年的医疗技术对口支援， 那是一个位于深山中的小
乡村 ， 各项条件都非常艰苦 ， 但是齐越峰却无怨无
悔 ， 他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 ， 支援期
间， 他一边为患病村民治疗， 一边主动向当地医务人

员传授医疗知识 、 经验 ， 获得赞誉一片 。 当年8月 ，
《健康报》 以 《博士下乡》 为标题对其事迹予以报道，
并高度评价。

2008年， 汶川大地震后， 北京派出了医疗队支援
灾区， 齐越峰作为中医骨伤专家也参与了在四川什邡
开展的救援工作 ， 并且在那里一呆就是三个月 。 当
时， 齐越峰和其他5名队员被安排在什邡市最大的一
所二级甲等综合医院。 根据个人专长， 齐越峰进了骨
科。 这里的病人大多是在地震中受伤， 以创伤骨折为
主， 开放伤、 复合伤居多， 而且伤情较重。 齐越峰的
主要任务是参加手术方案的制定和手术操作、 年轻医
生的临床带教、 疑难病例讨论。

在灾区的每一天， 齐越峰几乎都有一台大手术。
“到医院的第二天， 我就参加了一台第二腰椎爆裂骨
折切开复位椎弓根钉内固定手术， 手术很成功。 还曾
有一次连续做了9小时高强度手术， 抢救危重病人。”
齐越峰回忆说。 “每一次手术成功后， 病人对我的声
声谢意， 都使我很感动。 这是对我们首都医务工作者
的莫大信任， 这更增加了我作为北京医生的责任感和
荣誉感。” 齐越峰说。

2010年， 齐越峰晋升为骨科主任医师， 彼时的他，
医术手法已经日益成熟 ， 很多人都慕名前来找他看
病， 在患者中间， 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在丰盛医院
“不开刀， 能接骨， 弯着腰进门， 直着腰走出去。”

曾有一位女性患者， 因为颈椎病， 每每睡到半夜
都会痛醒。 在半年的时间里， 她四处求医问诊， 却毫
无改善。 最后， 她慕名来到丰盛医院， 找到了齐越峰。
第一次治疗， 齐越峰采用 “清宫正骨手法”， 仅用了15
分钟， 就让这位患者的病情得到了缓解， 三次治疗后，
患者就大好了。 “他的治疗手法让我感觉有一股热流
从肩头到手指， 而且有种气流涌到头顶， 我顿时耳清
目明， 感觉背部压了快半年的包袱一下子就卸掉了。”
女患者激动地说。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那些被“揉一揉”“按一按”
病情就得到缓解的患者说： 中医手法简直就是指尖上
的奇迹啊！ 而每每有患者称赞齐越峰妙手仁心时， 他
总是报之一笑。 他说，中医手法的确要求将力量凝结在
指尖上， 但作为现代医学管理者， 指尖不光要练习精
准的中医手法， 还要以指尖联通医学技术与科技智能
潮流， 这样才能让中医手法真正成为指尖上的奇迹。

“只做该做的手术，不做过度医疗”

2016年， 齐越峰接任丰盛医院院长， 那一年， 他
刚刚四十出头 。 论业务 ， 丰盛医院上下无人不敬佩
他， 但是论管理， 他能行吗？ 上任之初， 也曾有人对
这位年轻的院长有所质疑。 但是很快， 齐越峰就用实
际行动告诉大家， 他不仅是一位传承中医国粹的优秀
医生， 还是一位努力创新的优秀管理者。

齐越峰上任时， 正值北京市首轮医疗改革， 面对
压力 ， 他选择了迎难而上 ， 围绕医疗改革 、 专科建
设、 医保管理等方面， 他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 并
总结出了一套适应当今卫生改革的医院发展思路和医
院管理方法。

医改中 ， 有一项指标是患者就诊 “均次费用 ”，
这一项数据， 丰盛医院全市排名较低， 受到患者的高
度认可。 这一成绩， 得益于齐越峰坚持多年的一个理
念： 着力发展丰盛医院的中医特色。 齐越峰担任院长
不久， 致力于打造中医骨伤和微创骨科的学科发展理
念， 在全院推行阶梯治疗原则， 引导全院医生 “只做

该做的手术， 不做想做的手术， 手术能不做就不做，
能微创就不动刀。”

什么是 “想做” 的手术呢？ 从医院的角度来看，
做手术更赚钱， 所以有些 “可做可不做的” 手术， 医
生也会选择给病人做， 齐越峰便管这类手术叫 “医生
想做的手术”。 为此， 医院专门制定了考核指标， 限
制医生每月做手术的数量， 如果没达到数量， 就给予
奖励， 如果超过了数量， 就给予惩罚。 通过一系列相
关措施， 丰盛医院的中医骨科特色得到充分发扬。

在丰盛医院， 大家都知道齐越峰有一个 “爱好”：
在手术室门口拦人。 有很多病人， 一只脚已经踏进了
手术室， 又生生被齐越峰给拽了出来。 有一位手腕桡
骨远端骨折的患者， 几天后就要做手术了， 可是他的
家庭条件不好， 听说丰盛医院擅长用中医方法治疗骨
伤， 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齐越峰， 在看过他的
患处后， 齐越峰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你这个手术，
没必要！” 齐越峰建议他放弃手术， 选择中医正骨治
疗。 丰盛医院一名医生说， 这几年， 齐越峰用传统疗
法， 先后治愈了十几位要动手术的病人。

齐越峰说， 中医讲 “骨肉相连， 筋能束骨”， 80%
的患者可用正骨手法接上， 以夹板再养护5周， 拆除
夹板后康复一两个月， 即可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全
部费用不足5000元。 而若选择开刀动手术， 一周内的
花费就是3万多。 “疗效相同， 但价格对比明显， 更凸
显中医的优势。 我们医生有义务消解老百姓看病贵、
看病难的痛点， 尽量降低患者的就医成本， 让老百姓
看得起病。”

“先救人，不要考虑押金”

“齐院长， 有一个病人的手搅进了机器， 情况很
严重， 需要立即手术， 但是， 他没有带钱。” “先救
人， 不要考虑押金， 立即通知相关医生， 准备手术，
我马上回医院！” 有一次， 忙碌了一天的齐越峰刚离
开医院 ， 就接到同事的电话 ， 挂了电话 ， 他二话不
说， 调转车头又返回了医院。

病人是东四包子铺的和面工， 工作时， 不慎被机
器绞伤， 导致前臂、 上臂等多部位骨折， 因为押金不
够， 辗转几家医院均被拒。 那台手术， 齐越峰和同事
连续做了6个小时， 最终， 病人胳膊保住了。

还有一次， 当时正值隆冬， 一名离家出走的流浪
人员因股骨颈骨折被120送到丰盛医院， 齐越峰了解他
的情况后， 动完手术， 又与民政、 街道、 派出所等多
部门联动， 冒着严寒， 帮他找到了家人。 类似的事情
还有很多， 从医多年， 齐越峰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学
医的 “初心” 和 “信念”， 要当一名 “良医”。

在齐越峰的带领下， 近年来， 丰盛医院的医疗质
量和患者满意度不断提升。 现在， 西城区每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都与上级医院建立了紧密型医联体， 实行
管理一体化、 基本医疗一体化、 公共卫生一体化 “三
个一体化” 管理。 丰盛医院与金融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也组成了这样紧密型的医联体。
“我们现在在金融街地区设立了6个卫生服务站。

金融街社区卫生中心主任是医院领导班子成员， 医院
和中心实现人才、 资源等共享。 在临床检验、 医学影
像等方面统筹管理。” 齐越峰介绍道。

以检验为例， 由于社区没有空间放置大型检验设
备， 现在医院每天都会派出专车下到社区中心所属的
6个站去取采集好的血样， 送回到医院检验后再反馈回
检验结果 。 此外 ， 站点医生都是全科医生 ， 有处方
权， 并且参与到了社区家庭医生团队中。 守护社区百
姓健康， 做他们的健康管理者。

齐越峰说 ： “学术精 、 创新快 、 服务强 、 效率
高， 才是未来医院发展的大势所在。”

坚持同工同酬 让职工舒心工作

“不管有没有编制， 医院的职工都是同工同酬，
连工会福利也都是相同的。 比如有些医生没有北京户
口， 不能进编， 但是已经在我们医院工作了十几年，
这在医院里是很难得的。” 齐越峰说。

齐越峰表示， 医院是一个知识密集型单位。 医生
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受教育程度高。 本科，普通院校4
年，医学生起码5年，再加上研究生3年，博士生3年，学医
的人进入社会，从业的时候，往往不如本科学IT、 金融
的同学收入高，但是他们为什么还坚守着这份职业？

“医德高尚是一方面。 但更多的是， 从医之路，
既然选择了就不是为了挣钱。 他们渴望的是被理解、
被认可。 但是现在社会上伤医事件频发， 他们就会感
到不被认同和理解， 时常会有一种挫败感。 所以我希
望能从工会的角度 ， 从社会的角度 ， 对他们进行关
心、 关爱。” 齐越峰说， “生、 老、 病、 死都在医院
发生 ， 但我们客观地说 ， 不是所有疾病都能治愈 。
‘有时去治愈； 常常去帮助； 总是去安慰。’ 这是医生
的本职， 希望大家对医生能有更多的宽容。”

齐越峰介绍， 医护人员面临很大的职场压力， 也
许他们在患者面前始终保持微笑， 但实际上他们身心
疲惫。 有的医生回家后累得连话都不愿意说， 有的医
生甚至还患有轻度抑郁症。 受医院场地的限制， 没有
办法为大家建设 “减压小屋” 等设施， 但是会经常组
织一些活动， 目的就是为了给职工减压。 除此， 也鼓
励大家带薪休假， 外出放松身心。

“让病人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合适的药”

2017年， 齐越峰被推选成为十三届北京市政协委
员 ， 他深知自己的职责 ， 直面民生和百姓关注的热
点、 难点问题， 在政协工作中多次提出关乎民生健康
和医疗改革的议案。 2017年全市启动了医药分开综合
改革， 其中， 如何合理用药、 使用价廉效优的药物更
是政府和医院管理者着力要解决的事情 。 “据我了
解， 很多医疗机构制剂都是老中医的经验方， 有着非
常好的疗效， 深受患者欢迎， 如果将其纳入医保报销
范畴后， 可以让百姓进一步享受到质优价廉的中医药
服务， 同时也是对中医药事业的鼓励和促进。 另外，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价格低廉， 一般在十几元左右， 远
低于目前中成药几十元的定价， 纳入医保管理后， 能
增加医疗机构和百姓使用的积极性， 在临床上可以替
代某些中成药，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节约全市医保基金
的使用， 缓解北京医保基金压力。” 齐越峰说。

“中药制剂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后，管理部门还能进
一步严格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注册、审批和监管，确保
质量和安全，使人民群众能够使用到疗效可靠、安全放
心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 进一步享受到医改带来的切
实红利。 ”齐越峰表示，随着医改的深入，控制医疗费
用、合理使用、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必将是一个永恒的
主题，我们要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合适的药。

2018年， 他在议案中提出取消医用耗材加成、 将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纳入医保报销范畴等建议， 均为各
级领导所重视。 2019年6月15日启动的医耗联动综合改
革真正实现了医用耗材零加成的提案目的 。 齐越峰
说 ， 看到医改持续推进 ， 为人民群众带来了民生福
祉， 作为政协委员， 深感欣慰。

大博士扎根小医院

在孩提时期， 齐越峰就坚定了要当医生的理想，
想当医生， 就要考取医学院， 众所周知， 医学院的分
数要相对高一些， 为了接近自己的理想， 齐越峰一头
扎进书海，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 他如愿考进中医
药大学的中医骨伤系， 十余年后又考取了中国中医科
学院博士研究生， 师从全国中医骨伤名师、 “清宫正
骨手法” 代表性传承人孙树椿教授。 “从老师那里，
我学到的不仅是学识， 更是刻苦的执着之心， 救世的
慈悲之心， 和律己的清正之心。 从医这些年来， 我也
一直以此为勉， 丝毫不敢懈怠。” 齐越峰由衷地说道。

2002年， 齐越峰获得了博士学位， “师从名家”、
“医学博士” 头顶这些光环， 齐越峰本可以选择到大
型三甲医院就职， 而他却毅然决然地选择来到北京市
丰盛中医骨伤专科医院。 当时的丰盛医院只是一家很
小的一级医院， 同大医院相比， 这里的医院管理、 医
疗水平、 学科建设、 服务水平都不可相提并论。 “当
时， 不光我们医院， 全西城区的医疗系统中都没有这
么高学历的人。” 张羽是丰盛医院的工会主席， 他已
经在这里工作近20年， 回忆起齐越峰初来医院时的情
景， 他记忆犹新， 那是2002年8月， 齐越峰到丰盛医院
就职的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甚至还有媒体以 《小医
院留住大博士》 为标题， 报道了这件事。

“虽然头顶博士的光环， 但是他却一点架子都没
有， 从一名普通的科室医生做起， 无论在门诊、 急诊
还是病房， 他都毫无怨言， 兢兢业业， 认真对待每名
病人。” 张羽说， 齐越峰的到来， 为丰盛医院注入了
新的活力， “大家都能感到他是个干实事的人， 他想
把医院做好， 带我们起飞。”

被患者赞“指尖上有奇迹”

“宁为良医， 不为良相” ———这是齐越峰报考医
学院时的 “初心”， 走上工作岗位后， 当一名 “良医”
更成了他的 “信念”。 在这个信念的激励下， 齐越峰
一边不断钻研业务， 一边积累临床经验， 很快， 便对
骨伤科的多种疑难病有了自己独到见解， 他主张引入
微创治疗手段， 到丰盛医院仅一年多的时间， 他便促
使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我是从小乡村里走出来的， 深知小地方的群众
看病难。” 为了历练自己， 更为了造福一方百姓， 2004
年， 齐越峰下到延庆区珍珠泉乡卫生院， 进行了为期
半年的医疗技术对口支援， 那是一个位于深山中的小
乡村 ， 各项条件都非常艰苦 ， 但是齐越峰却无怨无
悔 ， 他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 ， 支援期
间， 他一边为患病村民治疗， 一边主动向当地医务人

员传授医疗知识 、 经验 ， 获得赞誉一片 。 当年8月 ，
《健康报》 以 《博士下乡》 为标题对其事迹予以报道，
并高度评价。

2008年， 汶川大地震后， 北京派出了医疗队支援
灾区， 齐越峰作为中医骨伤专家也参与了在四川什邡
开展的救援工作 ， 并且在那里一呆就是三个月 。 当
时， 齐越峰和其他5名队员被安排在什邡市最大的一
所二级甲等综合医院。 根据个人专长， 齐越峰进了骨
科。 这里的病人大多是在地震中受伤， 以创伤骨折为
主， 开放伤、 复合伤居多， 而且伤情较重。 齐越峰的
主要任务是参加手术方案的制定和手术操作、 年轻医
生的临床带教、 疑难病例讨论。

在灾区的每一天， 齐越峰几乎都有一台大手术。
“到医院的第二天， 我就参加了一台第二腰椎爆裂骨
折切开复位椎弓根钉内固定手术， 手术很成功。 还曾
有一次连续做了9小时高强度手术， 抢救危重病人。”
齐越峰回忆说。 “每一次手术成功后， 病人对我的声
声谢意， 都使我很感动。 这是对我们首都医务工作者
的莫大信任， 这更增加了我作为北京医生的责任感和
荣誉感。” 齐越峰说。

2010年， 齐越峰晋升为骨科主任医师， 彼时的他，
医术手法已经日益成熟 ， 很多人都慕名前来找他看
病， 在患者中间， 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在丰盛医院
“不开刀， 能接骨， 弯着腰进门， 直着腰走出去。”

曾有一位女性患者， 因为颈椎病， 每每睡到半夜
都会痛醒。 在半年的时间里， 她四处求医问诊， 却毫
无改善。 最后， 她慕名来到丰盛医院， 找到了齐越峰。
第一次治疗， 齐越峰采用 “清宫正骨手法”， 仅用了15
分钟， 就让这位患者的病情得到了缓解， 三次治疗后，
患者就大好了。 “他的治疗手法让我感觉有一股热流
从肩头到手指， 而且有种气流涌到头顶， 我顿时耳清
目明， 感觉背部压了快半年的包袱一下子就卸掉了。”
女患者激动地说。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那些被“揉一揉”“按一按”
病情就得到缓解的患者说： 中医手法简直就是指尖上
的奇迹啊！ 而每每有患者称赞齐越峰妙手仁心时， 他
总是报之一笑。 他说，中医手法的确要求将力量凝结在
指尖上， 但作为现代医学管理者， 指尖不光要练习精
准的中医手法， 还要以指尖联通医学技术与科技智能
潮流， 这样才能让中医手法真正成为指尖上的奇迹。

“只做该做的手术，不做过度医疗”

2016年， 齐越峰接任丰盛医院院长， 那一年， 他
刚刚四十出头 。 论业务 ， 丰盛医院上下无人不敬佩
他， 但是论管理， 他能行吗？ 上任之初， 也曾有人对
这位年轻的院长有所质疑。 但是很快， 齐越峰就用实
际行动告诉大家， 他不仅是一位传承中医国粹的优秀
医生， 还是一位努力创新的优秀管理者。

齐越峰上任时， 正值北京市首轮医疗改革， 面对
压力 ， 他选择了迎难而上 ， 围绕医疗改革 、 专科建
设、 医保管理等方面， 他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 并
总结出了一套适应当今卫生改革的医院发展思路和医
院管理方法。

医改中 ， 有一项指标是患者就诊 “均次费用 ”，
这一项数据， 丰盛医院全市排名较低， 受到患者的高
度认可。 这一成绩， 得益于齐越峰坚持多年的一个理
念： 着力发展丰盛医院的中医特色。 齐越峰担任院长
不久， 致力于打造中医骨伤和微创骨科的学科发展理
念， 在全院推行阶梯治疗原则， 引导全院医生 “只做

该做的手术， 不做想做的手术， 手术能不做就不做，
能微创就不动刀。”

什么是 “想做” 的手术呢？ 从医院的角度来看，
做手术更赚钱， 所以有些 “可做可不做的” 手术， 医
生也会选择给病人做， 齐越峰便管这类手术叫 “医生
想做的手术”。 为此， 医院专门制定了考核指标， 限
制医生每月做手术的数量， 如果没达到数量， 就给予
奖励， 如果超过了数量， 就给予惩罚。 通过一系列相
关措施， 丰盛医院的中医骨科特色得到充分发扬。

在丰盛医院， 大家都知道齐越峰有一个 “爱好”：
在手术室门口拦人。 有很多病人， 一只脚已经踏进了
手术室， 又生生被齐越峰给拽了出来。 有一位手腕桡
骨远端骨折的患者， 几天后就要做手术了， 可是他的
家庭条件不好， 听说丰盛医院擅长用中医方法治疗骨
伤， 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齐越峰， 在看过他的
患处后， 齐越峰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你这个手术，
没必要！” 齐越峰建议他放弃手术， 选择中医正骨治
疗。 丰盛医院一名医生说， 这几年， 齐越峰用传统疗
法， 先后治愈了十几位要动手术的病人。

齐越峰说， 中医讲 “骨肉相连， 筋能束骨”， 80%
的患者可用正骨手法接上， 以夹板再养护5周， 拆除
夹板后康复一两个月， 即可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全
部费用不足5000元。 而若选择开刀动手术， 一周内的
花费就是3万多。 “疗效相同， 但价格对比明显， 更凸
显中医的优势。 我们医生有义务消解老百姓看病贵、
看病难的痛点， 尽量降低患者的就医成本， 让老百姓
看得起病。”

“先救人，不要考虑押金”

“齐院长， 有一个病人的手搅进了机器， 情况很
严重， 需要立即手术， 但是， 他没有带钱。” “先救
人， 不要考虑押金， 立即通知相关医生， 准备手术，
我马上回医院！” 有一次， 忙碌了一天的齐越峰刚离
开医院 ， 就接到同事的电话 ， 挂了电话 ， 他二话不
说， 调转车头又返回了医院。

病人是东四包子铺的和面工， 工作时， 不慎被机
器绞伤， 导致前臂、 上臂等多部位骨折， 因为押金不
够， 辗转几家医院均被拒。 那台手术， 齐越峰和同事
连续做了6个小时， 最终， 病人胳膊保住了。

还有一次， 当时正值隆冬， 一名离家出走的流浪
人员因股骨颈骨折被120送到丰盛医院， 齐越峰了解他
的情况后， 动完手术， 又与民政、 街道、 派出所等多
部门联动， 冒着严寒， 帮他找到了家人。 类似的事情
还有很多， 从医多年， 齐越峰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学
医的 “初心” 和 “信念”， 要当一名 “良医”。

在齐越峰的带领下， 近年来， 丰盛医院的医疗质
量和患者满意度不断提升。 现在， 西城区每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都与上级医院建立了紧密型医联体， 实行
管理一体化、 基本医疗一体化、 公共卫生一体化 “三
个一体化” 管理。 丰盛医院与金融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也组成了这样紧密型的医联体。
“我们现在在金融街地区设立了6个卫生服务站。

金融街社区卫生中心主任是医院领导班子成员， 医院
和中心实现人才、 资源等共享。 在临床检验、 医学影
像等方面统筹管理。” 齐越峰介绍道。

以检验为例， 由于社区没有空间放置大型检验设
备， 现在医院每天都会派出专车下到社区中心所属的
6个站去取采集好的血样， 送回到医院检验后再反馈回
检验结果 。 此外 ， 站点医生都是全科医生 ， 有处方
权， 并且参与到了社区家庭医生团队中。 守护社区百
姓健康， 做他们的健康管理者。

齐越峰说 ： “学术精 、 创新快 、 服务强 、 效率
高， 才是未来医院发展的大势所在。”

坚持同工同酬 让职工舒心工作

“不管有没有编制， 医院的职工都是同工同酬，
连工会福利也都是相同的。 比如有些医生没有北京户
口， 不能进编， 但是已经在我们医院工作了十几年，
这在医院里是很难得的。” 齐越峰说。

齐越峰表示， 医院是一个知识密集型单位。 医生
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受教育程度高。 本科，普通院校4
年，医学生起码5年，再加上研究生3年，博士生3年，学医
的人进入社会，从业的时候，往往不如本科学IT、 金融
的同学收入高，但是他们为什么还坚守着这份职业？

“医德高尚是一方面。 但更多的是， 从医之路，
既然选择了就不是为了挣钱。 他们渴望的是被理解、
被认可。 但是现在社会上伤医事件频发， 他们就会感
到不被认同和理解， 时常会有一种挫败感。 所以我希
望能从工会的角度 ， 从社会的角度 ， 对他们进行关
心、 关爱。” 齐越峰说， “生、 老、 病、 死都在医院
发生 ， 但我们客观地说 ， 不是所有疾病都能治愈 。
‘有时去治愈； 常常去帮助； 总是去安慰。’ 这是医生
的本职， 希望大家对医生能有更多的宽容。”

齐越峰介绍， 医护人员面临很大的职场压力， 也
许他们在患者面前始终保持微笑， 但实际上他们身心
疲惫。 有的医生回家后累得连话都不愿意说， 有的医
生甚至还患有轻度抑郁症。 受医院场地的限制， 没有
办法为大家建设 “减压小屋” 等设施， 但是会经常组
织一些活动， 目的就是为了给职工减压。 除此， 也鼓
励大家带薪休假， 外出放松身心。

“让病人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合适的药”

2017年， 齐越峰被推选成为十三届北京市政协委
员 ， 他深知自己的职责 ， 直面民生和百姓关注的热
点、 难点问题， 在政协工作中多次提出关乎民生健康
和医疗改革的议案。 2017年全市启动了医药分开综合
改革， 其中， 如何合理用药、 使用价廉效优的药物更
是政府和医院管理者着力要解决的事情 。 “据我了
解， 很多医疗机构制剂都是老中医的经验方， 有着非
常好的疗效， 深受患者欢迎， 如果将其纳入医保报销
范畴后， 可以让百姓进一步享受到质优价廉的中医药
服务， 同时也是对中医药事业的鼓励和促进。 另外，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价格低廉， 一般在十几元左右， 远
低于目前中成药几十元的定价， 纳入医保管理后， 能
增加医疗机构和百姓使用的积极性， 在临床上可以替
代某些中成药，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节约全市医保基金
的使用， 缓解北京医保基金压力。” 齐越峰说。

“中药制剂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后，管理部门还能进
一步严格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注册、审批和监管，确保
质量和安全，使人民群众能够使用到疗效可靠、安全放
心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 进一步享受到医改带来的切
实红利。 ”齐越峰表示，随着医改的深入，控制医疗费
用、合理使用、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必将是一个永恒的
主题，我们要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合适的药。

2018年， 他在议案中提出取消医用耗材加成、 将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纳入医保报销范畴等建议， 均为各
级领导所重视。 2019年6月15日启动的医耗联动综合改
革真正实现了医用耗材零加成的提案目的 。 齐越峰
说 ， 看到医改持续推进 ， 为人民群众带来了民生福
祉， 作为政协委员， 深感欣慰。

齐越峰到乡村为百姓看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