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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儿科医生服务2000名儿童

庞大市场催生差异化服务

高品质医疗与高品质服务是北斗星追求
的目标，作为传统医疗的补充，北斗星积极探
索一条为中高端家庭提供个性化医疗服务的
新模式。

在北斗星儿童医院，大多数病患都是医院
的会员，进入医院是一种熟悉亲切的感觉。一
年花 500元为孩子办理会员，就可以享受挂号
费优惠，挂号费由非会员价的 300 元变成了
100元，还能获得不同孩子年龄段所必需的儿
童保健诊或价值千元的儿童全科体检。而医
院的治疗费用、药费也与其他公立医院相当。

通过预约制，患者就诊不需排队候诊，同
时医生与孩子及家长面对面的诊疗时间，一般
在 15-20 分钟，实现医患充分沟通，医生充分
倾听家长的诉求，也让家长不用担心孩子有了
交叉感染的风险。

北斗星儿童医院配备了 100 张儿童专用
病床，通过引进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外进口医
疗设备，使检查结果更精确；药品则只采用领
先药厂生产的优质药物，医生开药精确到颗，
并且避免过度医疗和过度使用抗生素。

除此之外，该院还提供“私人医生服务”，

为 0—18 岁孩子提供生长发育评估、疾病预
防、诊断到治疗一体化的私人医生健康管理服
务，包括线上预防保健、线下体检治疗、诊后随
访追踪、疑难转诊通道等等。

配合医院游乐式布局，在诊疗过程中，针
对儿童心理设置了闯关游戏体检，减少了孩子
们看医生的抗拒心理。比如1至3楼都设置了
海洋球、滑滑梯等游乐设施，6 楼的睡眠监测
病房以钢铁侠、小猪佩奇等主题布置，医生和
护士穿着印有小鱼、兔八哥等卡通图案的诊疗
服装，整个就医环境充满童趣。

北斗星儿童医院的高端服务品质吸引了
在汉外籍患者，医院提供了英语、法语、日语的
外语陪诊服务。每月都有几十名外籍儿童在
北斗星就医。

回应文章开头的挂号费问题，姚洪武说：
“北斗星儿童医院药品是零加成，我们提倡医生
少开药，诊金（挂号费）看上去是相对高一些，但
是这里面包含对医生专业价值和时间的认可。
从会员的角度来说，时间成本节省了，就诊过程
中的焦虑少了，得到的关爱和照顾更细致。在
北斗星，患者和医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尊重。”

80%的问题院内解决，剩下的20%靠“引智”

好服务更需高水平医疗“撑腰”

会员挂号费100元，非会员300元

高投入换来高品质医疗服务

在患儿扎堆的武汉各大医院，候诊数小时，
就诊几分钟已经成为常态。于家长而言，往往
还没弄清楚孩子的情况，下一个小患者就进来
了；于医生而言，一天接诊大几十个甚至近百
个小患者，连轴转十多个小时几乎是常态。

有统计显示，儿科医师工作量是其他医师
的2.4倍，年均承担的出院人数是2.6倍。而究
其原因，医疗供需不平衡是关键。

根据2017年5月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现
状白皮书（基础数据）》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儿
科医生总数约为 10 万人，却要服务 2.6 亿 0 岁
至 14 岁儿童，平均每 2000 名儿童才能拥有 1
名儿科医生，儿科医生缺口已经超过20万。

“我们想建立一个患者与医生都得到尊重
的医院，或者说是平台。既能让医生的专业价
值得到发挥和认可，也让病人获得更好的医疗
体验，主要解决的就是看病难和体验不好的问
题。”北斗星儿童医院 CEO、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医院管理博士姚洪武说。

他表示，北上广的高端儿科医院，大力提
升就医环境和服务理念，在看好病的前提下，
更注重患者的感受和体验，尽管挂号费比普通
医疗贵，但市场需求依然旺盛，这类医院的实
力和品牌也越来越强。武汉作为中部的大都
市，高端优质的儿科诊疗服务仍是比较稀缺。

基于此，作为武汉市招商引资项目、华中
地区首家中外合资儿童医疗服务机构，北斗星
儿童医院于 2019 年 1 月 8 日在武昌积玉桥正
式对外接诊。2020 年，北斗星儿童门诊连锁
布局启动，第一家 1500 平方米儿童诊疗中心
落户武商集团世贸广场。

截至目前，北斗星已和 76 家国内保险公
司，15家国际保险公司签约，这些保险公司客
户可在北斗星享受就医报销服务。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家长带孩子看病的痛
点，要解决这些痛点，需要创新，在传统医疗服务
模式上寻求突破，这是消费升级时代带给新医
疗的机遇。”姚洪武说。

姚洪武表示，医院运营中考虑得最多的，
就是怎样才能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而这一
问题归根结底无非两点，一是确保高品质医
疗，二是不断提供超客户预期的服务。

无论是在武汉还是北上广等城市，体制外
儿童医院都很少，更多的是“儿童诊所”。原因
在于开办一家医院，涉及到住院、手术、麻醉、
护理等安全体系打造以及上下游供应商专业
资源的整合，门槛较高。而这一点恰好是北斗
星儿童医院的优势所在。

医疗品质首要靠技术。北斗星儿童医院
医生来自于包括武汉和北上广三甲医院的专
家。北斗星儿童医院院长王智楠教授是中国
儿童耳鼻喉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原武汉市儿童

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院拥有50多位三甲医
院名医教授，提供儿童全科和家庭五官科疾病
的诊断和治疗。

“我们能解决 80%的问题，剩下的 20%与
公立医院合作。”姚洪武说。

据了解，北斗星提供个性医疗服务，还通
过三个层面和“外智”合作：一是和专家个人合
作，打造名医工作室；二是和公立三甲医院之
间形成联盟，与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等三甲医院合作充
分，可实现疑难患者直接转诊到相关医院住院
部的绿色通道；三是和国际医疗机构开展合
作。医院与美国排名前十的儿童慈善医院进
行互访，双方专家交流坐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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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星儿童医院儿科MDT联合门诊

帮孩子摆脱三类疾病痛苦

“期待了好久，终于开了。”北斗星
会员、微信名“广”的宝妈在一篇北斗星
儿童医院文章后这样留言。

儿童疾病科室齐全的北斗星，到底还
有什么法宝能让这位宝妈如此兴奋，让人
十分好奇。谜底是——儿童保健科。

在很多家长眼里，“儿童保健”就是
给孩子做做基本体检，量量身高、体重、
头围什么，似乎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
可一旦你真正深入了解它，你才会发现
它所能提供的医疗服务，远超家长们的
期待。

儿童保健干嘛的？
儿童保健是医生通过各个方面的

维度对宝宝的生长发育进行评测，对宝
宝的生长发育提供科普和指导，能够及
时发现宝宝的生长发育异常和疾病隐
患，监控孩子生长体格、语言、运动等发
育，能为父母提供宝宝全面的成长数
据、科学喂养指导并提供综合方案，让
宝宝安安全全地度过孩童时期。

哪些情况需要去看儿保科？
儿童生长发育中的许多问题是需

要全面规范体检才能早期发现，儿保科
能根据不同年龄段需求进行客观科学
的智力、语言、运动能力，体格发育水平
等综合能力评估，发现问题，早治疗。

语言发育落后
不会说话或说话晚的孩子主要考

虑是否有语言发育迟缓、智力低下、脑
发育不良、自闭症、情绪行为障碍等问
题，需要来儿保科进行专业测评、检查
才能确诊。

运动发育落后
不会走路或者走路晚，大运动发育

迟缓的孩子，可能有各种原因引起的神
经肌肉损伤，需要进行神经发育、运动
功能评估检查才能确诊。

不长个
不长个的孩子主要考虑生长激素

缺乏、矮小症、肥胖症等，这些疾病需要

到儿保科进行规范体格测量、评价及相
关检查。

成绩差或学不进
自闭症、多动症、抽动症、注意力缺

陷、智力低下、脑发育不良、语言理解障
碍等疾病都会导致孩子学习障碍，这些
情况建议到儿保科进行注意力测评、智
力测评等相关测试确诊。

不吃饭
不吃饭、偏食、挑食、异食癖的孩子可

能有食物过敏等问题，仅依据化验检查容
易误诊，必须结合临床表现才能判断。

睡不好
夜惊、易醒、入睡困难、多汗、梦魇、

夜尿的孩子给宝爸宝妈们带来了非常
大的困扰，是引起母亲焦虑、情绪低落
的重要原因，要到儿保科就诊。

行为异常
感觉孩子行为异常，可能是自闭

症、多动症、情绪障碍的早期表现，需要
进行相应量表测试等诊断。

新生儿出院后
早产儿、低体重、窒息儿、缺氧缺血

性脑病、病理性黄疸等高危儿，建议出
院后，在儿保科定期进行神经、行为、营
养等全面评估。

所以，家长们明白了吗？儿童体检
是为帮助孩子发现疾病的早期症状，便
于及时干预治疗的；而儿童保健不仅帮
助孩子预防疾病，更指导家长遵照孩子
的生长发育规律完成各个年龄段的发育
里程碑，保持孩子的健康成长。简言
之，就是不让孩子输在生长发育的起跑
线上。

如果孩子发育正常，可以通过医生
的科学指导，对孩子在某些方面给予加
强，锦上添花，让孩子越来越聪明。

如果孩子发育偏离了正常轨道，可
以通过医生的科学指导，对孩子的薄弱
项进行相关训练，让孩子回到正常的轨
道上，并迎头赶上。 文/乐逸

又到秋冬季节。你的孩子是否出
现过如下症状：

每天需要带很多的纸巾，不停地擤鼻
子，虽然用过一些药物但都是治标不治
本，皮炎湿疹、鼻塞流涕、口呼吸、咳嗽感
冒、眼睛干痒、注意力下降等各种症状反
复出现，孩子的生活、学习越来越受影响。

如果出现过，那么你应该会和诚诚
（化名）的妈妈一样苦恼，因为孩子这是
患上了过敏性鼻炎。

2017 年 7 月，诚诚妈妈得知北斗星
儿童医院设立了专门的过敏反应科，第一
时间带着7岁的诚诚来到北斗星，找到了
王智楠院长。

通过多项检测显示诚诚对尘螨重
度过敏，常规治疗已无法缓解。于是医
生建议诚诚进行脱敏治疗，整个脱敏治
疗需要 3—5 年的时间，而且一旦中途
退出就会前功尽弃。

诚诚妈妈考虑再三，怕难以坚持，
但又担心诚诚的过敏性鼻炎最终发展

为过敏性哮喘，于是下定决定让诚诚展
开为期3年的脱敏治疗。

2017 年开始，脱敏针从每周一次
到两周一次，再到一个月一次，最后一
个半月一次，间隔时间逐渐延长，诚诚
的过敏症状明显缓解，用药减少，螨虫
过敏等级逐渐从最高降到正常状态。

2020 年 9 月 19 日，诚诚接种完最
后一针脱敏针，结束了 3 年脱敏治疗，
达到临床治愈标准。王智楠院长十分
感慨：3 年时间，诚诚的诊疗一次都没
有中断过。而且目前还有 500 多个孩
子和诚诚一样，正在北斗星接受脱敏治
疗，其中 200多个孩子已经取得明显效
果。“这和家长的坚持不懈以及积极配
合密不可分。”

王智楠提醒家长们要重视儿童过
敏，因为过敏一旦发生，将伴随孩子一
生，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过敏源种类
可能增加，病情进展为哮喘、过敏性鼻
炎的风险会大增。

北斗星儿童医院是一个儿童全科
医院，儿科、儿童保健科、耳鼻喉科、眼
科、口腔科、过敏反应科、小儿外科、唇
腭裂专科等一系列儿童科室都有，医院
推行跨科室联动，多科医生团队协作的
MDT联合门诊。

这种模式能够集中多科医生的智慧
和经验，为同一位患儿进行综合诊断和
治疗，无论是从服务层面还是技术层面，
这就是高品质医疗服务的具体体现。

儿童呼吸道管理科
集合儿科、呼吸内科、过敏反应科

和儿童耳鼻喉科，打通上呼吸道和下呼
吸道，治标治本。

比如一个反复上呼吸道感染的孩
子来看病，至少有两个科的医生为孩子
会诊。在北斗星的呼吸道管理科，可以
在最短时间内，以最高效率发现和控制
病情，极大降低门诊的误诊率和漏诊
率，家长的接受度是很高的。

儿童口腔——扁腺联合治疗中心
由口腔科、儿童耳鼻喉科、过敏反

应科联动。
很多孩子的牙齿不整齐是因为扁

腺的问题导致的，但扁腺不是口腔医生
的领域，而是耳鼻喉科医生的，所以有
些口腔医生在正畸前，推荐家长先去看
耳鼻喉，如果是扁桃体、腺样体（扁腺）

的问题，先把扁腺问题解决之后，再正
畸才是对的。还有些有扁腺问题的孩
子，和过敏性疾病有紧密联系。所以三
科联动，基本上能把扁腺问题从头到尾
比较完美地解决。

北斗星儿童医院院长王智楠教授，
是全国排名前十的儿童耳鼻喉资深专
家，全国儿童耳鼻喉副主委，做扁桃体
手术，手术中几乎一滴血不出。在北斗
星做扁桃体、腺样体手术的孩子，上午
做手术，到了中午就可以喝水吃东西，
下午就可以下床正常玩耍。

儿童唇腭裂康复中心
唇腭裂的孩子可能伴有听力或语

言障碍，大多数综合医院虽然能做唇腭
裂手术，但是没有其他配套科室无法与
其他科室互相联动。

在北斗星，会根据每个唇腭裂孩子
的病情，成长的阶段及治疗最佳时机，
开展唇腭裂手术、儿保科喂养及生长发
育评估及指导，言语评估及康复训练等
多科联合的序列治疗计划，将各科室紧
密结合在一起，一台手术解决多个问
题，并且术前及术后的干预及康复训
练，一站式解决唇腭裂患者的相关问
题，对唇腭裂患者是很大的福音。

截至目前，北斗星已经完成了 700
余例唇腭裂手术，患者则来自全国各地。

这种儿童秋冬常见病，治疗周期要3—5年

孩子病情反复，多因家长没耐心

北斗星儿童医院儿保科开诊

可不仅仅是体检这么简单

“一个人带娃看病在其他医院难

度系数极高，在这里，不存在的。预

约看诊，不论是缴费、拿药、化验、打

针……通通不用排队！而且每层都

有游乐场，根本不像是医院。反正小

孩每次到这里看病，踏进医院的门，

病都能好一半。这，是一种神奇的力

量，说也说不清楚！”

在武汉某亲子BBS中，ID为“旮旯

里有颗心”的宝妈写了一篇长帖，和坛

子里其他宝妈分享了她带孩子在武汉

北斗星儿童医院看病的体验。

没想到，这个帖子引起大家的

共鸣，有些宝妈也说起了自己带孩

子在这家医院看病的感受。

ID为“joandyy”的宝妈写道：“除

了挂号费偏贵，其他的都很好。怎么

说呢，高挂号费享受更好的服务，可以

接受就不错，萝卜白菜各取所爱。”

高挂号费、高品质服务……这

样极致的评价同时出现在一家并非

大家熟知的医院身上，让人忍不住

一探究竟。

北斗星儿童医院：就医环境充满童趣，没有带娃看病焦虑症

高端医疗服务没你想的那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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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城市“必答题”高质量发展篇

北斗星儿童医院武昌院区环境。

北斗星儿童医院院长王智楠连续五年入选中国百强
名医榜儿童耳鼻喉头颈外科TOP10。

北斗星儿童医院口腔科拥有一整套“哄娃神器”。

北斗星儿童医院动漫主题病房备受小患者的喜爱。

北斗星儿童医院儿科门诊（武商世贸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