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淦 贺
俊 ） 近日 ， 湘乡微信朋友圈
里， 一位患者家属替爱人点赞
医生所作的一首打油诗传得很
火。

这位患者姓肖， 家住湘乡东
山城南社区， 她被双膝关节骨性
关节炎困扰多年， 膝关节已严重
变形， 行走时剧痛难忍， 生活难
以自理， 曾辗转多家医院治疗未
见好转。 后来， 肖女士到湘乡市
中医医院疼痛科就诊。 该院采
用中医微创可视针刀镜技术， 在
微创和可视条件下， 对肖女士
的 “病灶结点” 进行有效疏通，
清除经筋走行的 “病灶” 和组
织间炎症因子及痹阻卡压， 有
效消除了痰瘀互结的病理产物。
通则不痛， 精准的手术治疗，
加上医护理人员的悉心照料，
使肖女士的身体恢复很快。 术
后第二天， 肖女士就能下地走
路了。

解除了困扰多年疾病之苦
的肖女士夫妇总觉得要对医生
有点 “表示”， 但是， 医生们对
红包土产坚辞不收， 对锦旗感
谢信也总是婉拒不受， 用一种
什么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医护人
员的敬意呢？ 受心头激情的驱
使， 从未写过诗的肖女士丈夫
唐先生突然兴起， 即兴创作了
他们的 “处女作” 一一以赋诗
的形式， 表达自己对该院医护
人员真诚的谢意： 无以酬谢唯
此表彰， 点赞医德真情高尚。
病痛患者信任名芳， 感恩之意
群聊激昂……”

这首长长的 “打油诗” 字
里行间， 处处流露出患者对医
生的那份真诚的感激与信任，
字字句句体现了浓浓的医患之
情。

������本报讯 （通讯员 尚蕾） 6
月 21 日， 长沙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中美远程视频会诊平台启
用。 1953 年出生的患者张先生
和家人一起来到该院， 参加首
次中美视频会诊。 从此湖南患
者只要提前 2 -5 个工作日预
约， 便可实现与美国医生 “面
对面” 视频交流， 并在美国医
生指导下进行治疗。

首诊患者张先生经中方医
生初步诊断为肝门部胆管癌 、
肝内外胆管结石并胆管扩张 、
胆总管结石并胆管炎， 亟需明
确诊断并寻求最佳治疗方案 。
美方医生在充分了解了患者的
病情和主要诉求后， 与院内专
家一同为其量身定制了一系列
完整的后续检查及治疗建议。

目前， 该院中美会诊中心
服务包括 “中美联合门诊 ” 、

“专科视频会诊”、 “联合视频
会诊”、 “肿瘤精准会诊” 等四
类， 共涵盖了肿瘤专科、 心血
管专科、 神经内科、 肺病专科、
骨科等 10 项目， 分别由 14 名
美国医生每月定时值班会诊。

患者通过远程会诊中心预
约成功后， 中国医生首先对患
者进行检查和初诊， 并通过云
端建档的方式， 将检查报告交
由美国医生审阅， 随后， 中国
医生陪同患者参加和美国医生
的视频咨询， 美国医生为患者
提供诊断报告和治疗方案。 最
后， 患者在美国医生的指导下
完成院内治疗。

这 个 项 目 最 大 的 特 点 是
患者可以免去远渡重洋的时
间和金钱 ， 无需四处寻医便
能享受到中美医生会诊服务 ，
最大程度提高治疗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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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罗磊 汪泉
佺） 6 月 22 日， 由湖南省湘雅
医学与健康基金会 （以下简称
“雅医基金”） 联合中国华侨公益
基金会和北京轻松筹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轻松筹 ”）
组织开展的 “萌芽计划之 2017
‘医百工程’ 爱心行动———湖南
省首个资助贫困慢性病患儿健康
成长医疗救助项目” 捐赠仪式在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举行。 该项目
将为湖南省 50 名贫困家庭慢性
病患儿提供人文关怀和医疗救助
服务。

据中国公益研究院 2014 年
发布的 《中国儿童大病救助与慈
善组织参与现状报告》 显示： 近
年来， 白血病、 终末期肾病、 先

天性心脏病等重大慢性疾病在儿
童中的发病率不断上升。 而这些
疾病治疗费用低则几千元， 高则
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

“萌芽计划” 之助力贫困慢
性病患儿健康成长医疗救助专项
公益项目旨在对湖南省有需要的
贫困家庭慢性病患儿 （14 周岁
以下含 14 周岁的儿童） 提供人
文关怀和医疗救助服务。 据悉，
项目第一期募集善款共计人民币
100 万元整， 资助 50 名符合项
目要求的贫困家庭慢性病患儿，
协助他们完成治疗。

在捐赠仪式上， 雅医基金宣
布将继续出资 100 万元人民币，
用于 “萌芽计划” 第二期贫困家庭
慢性病患儿救助公益项目的开展。

在当日的捐赠仪式现场， 还
来了一群特殊的嘉宾， 他们是获
得资助的 50 名患儿和家属。 这
些家庭或是遭受突如其来的打击
陷入困窘； 或是和疾病做长期的
斗争， 徘徊在崩溃边缘。 14 岁
的洋洋来自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
县某农村， 家境贫寒。 2016 年
12 月在湘雅医院被确诊为 T 淋
巴母细胞淋巴瘤， 先后经过五次
化疗， 两次感染。 为给她治病，
家里花掉了所有积蓄， 并背上近
10 万元的债务。 洋洋爸爸在活
动分享中说： “这一路走得很辛
苦， 但每每快要崩溃的时候， 总
有爱心人士拉我们一把 。 就这
样， 我们像爬楼梯一样， 慢慢地
走了出来。”

“萌芽计划”助力贫困慢病患儿救助

��������今年 6 月是全国第十六个“安全生产月”， 益娄高速组
织全线建设单位进行安全生产培训和消防应急演练。 图为 6
月 20 日， 湖南省益娄高速公路第四监理处联合第十九合同
段中铁五局员工在进行消防应急演练。

通讯员 李爱民 摄影报道

益娄高速演练消防应急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涛） 6 月 15 日，
湖南省卫计委疾控处组织的专家组来到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检查指导
创建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县工作 ，
充分肯定了该县在此项工作中所取得的
成绩和主要做法。

据了解， 泸溪县创建国家级慢病综
合防控示范县工作启动以来， 先后在人、
财、 物等领域进行大量投入。 从 2016 年
起， 县财政每年预算专项经费 20 万元，
用于巩固省级慢病示范县建设； 今年明
确示范县创建工作所需经费纳入当地财
政预算， 构建了高效的县、 乡、 村三级
慢性病综合防控体系。 全县健康教育活
动室和宣传专栏覆盖率均达 100％。

该县还积极倡导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全县 120 家企事业单位， 其中 99 家开展
了工间操制度， 覆盖率达 82.5％。 全面开
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完成签约 23 万余
人。 今年实施心血管高危人群早期筛查
与综合干预项目， 完成初筛 8990 人。 近
3 年， 共创建健康社区、 健康单位、 健康
食堂 、 健康主题公园 、 健康小屋等 32
家， 开展农民健康服务 62 次， 诊疗 1 万
余人次。

泸溪创建国家级
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县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敏 胡菲） 近日，
株洲县在龙潭镇举行了村医签约服务启
动仪式。 此次村医签约服务按照镇卫生
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划片包村指导、
村卫生室村医包户包人的原则， 建立稳
定的契约型服务关系。

启动仪式上， 该镇各村村医递交了
“乡村医生签约服务承诺书”， 其主要内
容涵盖： 村医要为签约农村居民提供一
般常见病、 多发病的诊疗服务。 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实行村医包户负责制。 村医
要以签约对象需求为导向， 以农村居民
健康档案为基础， 以 65 岁以上老年人、
0-6 岁儿童、 孕产妇、 慢性病患者、 重性
精神疾病患者和计生特殊家庭等为重点
服务对象， 提供上门健康咨询、 预防接
种、 “两访” 和宣传服务等。 如遇有疑
难、 急重症患者， 及时提供转诊服务。

株洲县启动村医签约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晓明） 6 月 20
日， 笔者从永州市祁阳县卫计委了解到，
该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 出台了
系列深化医改的举措， 取得了积极成效。

今年来， 该县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健康扶贫工作决策
部署， 全面深化县级公立医院改革， 扎实
推进分级诊疗工作。 建立祁阳县心电远程
诊断中心、 影像远程诊断中心、 区域病理
诊断中心、 消毒供应中心等四个中心， 实
现了全县心电、 影像信息互联互通、 资源
共享和诊断标准统一， 促进了县级医院与
基层医疗机构检查结果互相认证。 一系列
医改 “组合拳” 的稳妥实施， 全年可减少
患者医疗费用近 8000 万元， 各项改革指
标位居全省前列， 为解决百姓看病难的
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祁阳打好医改“组合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