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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卫生02

��建设群众满意
的乡镇卫生院

������本报讯 12 月 9 日， 湖南省
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龙开超一行对
武冈市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
设进行调研。

今年来， 根据湖南省委办公
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 》
(湘办发 [2015] 38 号) 精神， 武
冈市委、 市政府把建好村卫生
室， 解决村民在家门口看病的问
题， 放在精准扶贫 “六个落实”
的首位， 实施 “三年行动计划”，
计划用 3 年时间建好 300 个左右
村标准化卫生室， 为全市 72.3
万农村居民提供便捷的基本医疗
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解决四个
问题， 实现 “四个防止”， 确保
“小病不出村”。

一是解决卫生知识宣传、 文
明健康生活习惯的问题， 防止村
民无病变有病； 二是解决小病及
时医治的问题， 防止村民小病变
大病； 三是解决及时发现疾病的
问题， 防止大病变危病； 四是解
决有病能够医治的问题， 防止因

病返贫。 目前第一批试点建设的
25 个高标准村卫生室相继投入
使用， 年前将再新增建 113 个。
每个村卫生室投入近 30 万元，
建筑面积 180 平方米， 统一规划
设计， 统一代建， 统一配备器械
设备， 统一培训乡村医生， 建成
后的村卫生室由乡镇卫生院统一
派出执业医师驻点坐诊带班， 在
群众家门口为其提供便捷优质的
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 并且

统一达到 “五化” 标准， 即产权
公有化、 建设标准化、 服务规范
化、 运行信息化、 管理一体化。

在湾头桥镇泉塘村、 六家铺
村、 四清村， 龙开超一行察看了
新建设的标准化村卫生室， 现场
考核乡村医生的服务水平， 对该
市重视并加强基层卫生服务条件
的举措表示赞赏， 经验值得推
广。

武冈市卫生计生局 供稿

武冈高标准建设村卫生室

����� “我住十天院， 每天挂五瓶水， 总
共吃了五付中药， 交了 300 块钱， 出院
时还给我退了 82 元。” 慈利县通津铺镇
燕子居委会的杨年鑫大爷介绍说： “现
在政府对我们真的是关心， 住院花钱
少， 体检送上门。” 杨大爷今年 80 岁，
前不久， 刚从镇卫生院住院康复， 说起
当地医疗服务来赞不绝口。

慈利县通津铺镇卫生院自开展 “群
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 活动以来， 服务
能力显著增强， 与群众联系更加密切，
群众满意度、 信任度不断上升。

医疗环境： 明显优化
“病患及时能诊治， 功能齐全费用

低。 病友吃住最便捷， 幼儿玩耍有场
地。” 这个顺口溜从侧面反映了通津铺
卫生院当前的医疗和就医环境。

院长王红介绍说， 近年来， 卫生院
门诊大楼建设、 医疗设备更新投资 120
万元； 信息化建设投入 15 万元， 建立

了信息管理网络， 收录居民健康电子档
案 27000 份； 中医药适应技术提升工程
投入了 20 万元， 开放了国医馆， 有理
疗室、 推拿按摩室、 牵引室， 能提供十
几种中医医疗技能。

笔者走进卫生院大门， 两侧是各种
宣传橱窗， 科室布局、 医师专长、 服务
承诺、 服务项目、 诊疗流程和有关制度
一目了然。 导医台设在大厅中央， 导诊
医务人员正在指导患者挂号就医。 最引
人注意的是在儿科一侧的房间里， 摆放
着滑滑梯、 跷跷板、 皮球等各种玩具。

医疗水平： 显著提升
不打针， 不吃药， 绿色诊疗效果好。

目前卫生院绿色诊疗技术包括四种： 雾
化治疗、 直肠给药、 穴位敷贴和中医理
疗。 自从引进以来， 逐渐为广大病友特
别是中老年人接受。 笔者刚好遇到一位
来自临近庄塌乡的卓大娘接受针灸， 随
机进行简单沟通。 据了解， 老人今年 68

岁， 腰疼了好几年了， 来医院治疗三天，
症状有明显的缓解。 不仅本地， 附近乡
镇的病友也风闻而至。 中医技术在国医
馆大放光彩， 深受患者欢迎。 国医馆开
办刚好一年， 服务患者 1500余名， 患者
除了本镇、 附近乡镇的， 甚至还有来自
外县的病友。

引进了新设备、 新技术， 对人才要
求就更高。 全院在职 60 人， 有专技职称
的 50人， 副主任医师一名， 主治医师两
名。 卫生院每年初都要根据各科室的特
点调整医务力量， 制订人才培训、 成长
规划， 在完成上级分配的培训任务的基
础上， 针对卫生院业务的需求派出人员
到上级医院参加进修学习， 鼓励全院医
务人员参加在岗继续教育、 学历教育。

服务能力： 不断增强
从单纯治疗到服务保健、 跟踪监测，

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正发生着悄然变化。
通津铺镇卫生院健全服务网络， 突出公

共卫生工作， 强化服务可及性。 把群众
冷暖挂在心头， 让群众得到真正的实惠。

去年以来， 加大对村卫生室管理，
规定党员和医务人员分别挂联帮扶 3 个
村医疗卫生和公卫工作， 针对各村薄弱
环节建立工作台帐， 整改提高， 努力增
强村卫生室规范服务的能力， 让群众能
就近享受到较好的医疗和公共卫生服
务。 卫生院把辖区内公共卫生服务目标
任务按月细化， 规范服务人群管理和建
档工作， 向辖区内开展了 20 多场次健
康知识讲座和健康知识咨询活动， 发放
各类宣传资料 2 万多份， 播放影像健康
教育资料 30 多次， 更新、 制作宣传专
栏 16 版， 通过一系列有效的宣传， 辖
区内群众健康意识大大增强。

通讯员 田满林李建英

把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 慈利通津铺镇
创建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侧记

������茶陵县洣江街道办事处瓯江村村民吴晚
来， 现年 38岁， 是一个不幸的重型精神病患
者， 1996 年因其父突然离世而发病， 今年 5
月， 洣江卫生院的同事在下乡的过程中了解
到， 吴晚来长期以来， 由于家庭生活特别困
难， 根本无钱进行系统治疗， 他一旦发病，
见人就打， 乡邻望而生畏， 惟恐避之不及，
有一次甚至点火把自家的房子都烧了。 母亲
只好将他关锁， 这一关就是十几年。

洣江卫生院及时把吴晚来的情况和信息
上交到县卫生局， 卫生局经过认真审核， 决
定把吴晚来纳入茶陵县 2015 年重点民生实
事项目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救治救助工程”，
予以救助。 今年 6 月， 在家人的陪同下， 被
关锁了近 20 年的吴晚来住进了株洲市三医
院， 开始接受系统、 正规的治疗。 吴晚来现
在的神志， 心智大有好转， 能够实现部分的
生活自理能力和与他人交流的能力。

瓯江村支部书记吴长松无限感慨地说：
“还是党的政策好啊！ 他们没交农医保， 住
院报销不了， 这个救助金真是雪中送炭！”

谭春晖

�������本报讯 （通讯员 胡勇 ）
近日， 长沙市政府印发 《长沙市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三年
行动方案 （2016-2018 年）》。 这
是长沙市继 《长沙市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标准化建设三年行动
（2013-2015 年）》 实施后， 在加
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方面又
一重大举措。

《方案》 明确要求围绕 “保
基本、 强基层、 建机制” 的总体
要求， 规定了今后 3 年的具体目
标任务。 3 年内， 全市计划新改
扩建乡镇卫生院 15 所， 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15 所 ， 村卫生室
200 所， 建设乡镇卫生院周转宿

舍 600 套。 加强乡镇卫生院和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急诊急救设备、
医疗康复设备的配备。 在乡镇卫
生院设立 5 个医卫科技特派员工
作站， 鼓励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返聘退休的中高级职
称医生开展医疗指导和进行具体
诊疗工作。 在人员培训方面， 计
划 3 年， 安排 300 名内儿科、 妇
科、 急诊、 影像等专业人员到上
级医院进行半年以上进修； 加强
农村与社区卫生适宜技术推广工
作， 面向基层推广 5 个适宜技术
项目； 委托具有全科医生培训资
质的医疗机构培养全科医生 300
名； 鼓励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参加

学历教育， 财政给予学费补助。
加强高层次、 紧缺岗位人才培
养， 选送 60 名人员到国 （境）
外学习培训， 提高诊治疑难疾病
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

为保障 《方案》 的有效落实，
长沙市政府建立了长沙市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联系会议制
度， 并明确从 2016年开始， 市财
政安排专项经费， 区县 （市） 财
政按不少于 1:2 的比例安排配套
资金。 市政府将 《方案》 落实情
况纳入对区县 （市） 政府和市直
有关部门年度绩效考核范围， 并
将组织专项督查， 确保责任到位，
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源） 近期株洲市 “三
湘农民健康行” 组委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
“最美乡村医生” 评选活动， 日前， 评委会对
评选出的 15 名 “最美乡村医生” 予以表彰，
并号召全市医护人员向他们学习。

附： 2015 年株洲市最美乡村医生名单
株洲县龙凤乡天石村村医 贺枚成
株洲县太湖乡卫生院副主任医师 晏建雄
醴陵市大障中心卫生院马恋分院医师 潘华龙
醴陵市官庄乡瓦子坪村村医 彭新
攸县皇图领镇河田村村医 陈世荣
攸县网岭中心卫生院主治医师 阳冬良
茶陵县高陇镇中心卫生院公卫医生 陈勇
茶陵县腰陂镇腰陂村村医 王富云
炎陵县三河镇深坑村村医 梁海源
炎陵县平乐乡卫生院医师 易玉婷
石峰区铜塘湾街道办事处清水村村医 冯秀连
荷塘区仙庾镇董家塅村村医 宾能舵
天元区雷打石铁篱村村医 李冬至
芦淞区姚家坝乡卫生院骨科医生 张进
云龙示范区龙头铺镇鸡嘴山村村医 凌牡丹

图为省卫生计生委龙开超副主任在武冈市湾头桥镇六家铺村卫生室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