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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来风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
讯员 陈莉群 宋曦 ） 10 月 17
日， 来自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凤凰镇的石先生在长沙市芙蓉
区荷花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主办的大型宣传义诊现场签
下 《健康契约式服务协议书》，
他将可以得到家庭医生对高血
压、 糖尿病、 冠心病等慢性病
定期健康指导， 他的家庭成员
也将享受儿童保健、 育龄妇女
保健、 中医养生保健等服务。
这是芙蓉区积极推行 “三五”
服务模式的一个工作侧面。

荷花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主任吴凤明 告诉记者 ，
“三五” 服务模式是指 “五无”
“五联” “五套餐”， 旨在为群
众提供综合、 连续、 协同的基
本医疗卫生服务， 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

据介绍， “五无” 是指服
务人群无门槛， 服务对象无论

户籍人口还是流动人口， 不管流
入时间长短， 只要有需求， 均等
提供服务。 基本服务无费用， 国
家、 省、 市规定的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 均不收取任何费用。
签约项目无虚设， 所有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项目分为健康签约、 医
疗签约、 爱心签约三类， 全面落
实到位。 重点人群无遗漏， 0-6
岁的儿童、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
慢性病人 （高血压 、 糖尿病 ）、
孕产妇、 重性精神病人等重点人
群百分百跟踪服务到位。 接诊服
务无拖延， 全科医生首诊服务，
对就诊服务人群随到随诊。

“五联” 是指， 建立健康档
案———卫计联动 ： 采取卫计专
干+全科医生模式， 联合上门采
集信息、 宣传政策， 建立健康档
案 。 深化健康管理———医患联
心： 将全科医生专业管理与患者
自主管理相结合， 并通过 “健康
沙龙” 重点随访等方式， 实现医

患深度互动， 改善服务效果。 精
准掌握需求———平台联接： 建立
微信公众号 、 微信群 、 QQ 群 ，
推出 “微专题讲座” 等项目， 实
施动态咨询与答疑。 增强技术保
障———医医联盟： 与湖南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省妇幼保健
院及市八医院、 中心医院等大型
医院建立联盟、 联体、 交流培训
等合作关系， 吸纳优势资源， 增
强中心医疗技术保障。 服务急重
患者———转诊联通： 与多家大型
医院建立双向转诊服务， 对急、
重诊患者开通绿色通道， 提升救
治效果。

“五套餐” 是指育龄妇女服务
“套餐 ”、 婴幼儿服务 “套餐 ”、
老年人 （65 岁以上 ） 服务 “套
餐”、 重点患者人群 “套餐”、 职
业人群服务 “套餐”。 截至日前，
仅荷花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就已完成签约 8600 余户。

“三五”服务模式惠及群众

������本报讯 （通讯员 管华林）
近日， 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肿瘤内科率先在全市实施放
疗、 化疗、 介入 “三剑合一”，
实施个性化、 精准治疗方案，
让许多肿瘤患者获得了较好
治疗效果， 提高了生存质量。

衡阳县 50 岁的陈剑 （化
名）， 2014 年发现颈部有个小
肿块， 在长沙某三甲医院检
查确诊为鼻咽癌 。 当时 ， 陈
剑不愿意接受住院治疗 ， 回
家后服用中草药 。 不料 ， 颈
部的肿瘤却越长越大 ， 左右
侧淋巴结分别增大至 20 厘米
x18 厘米和 12 厘米 x 15 厘
米， 陈剑出现头痛难忍 、 面
部麻木、 进食及呼吸困难症
状， 每天仅进食少量牛奶维
持生命。 在家人的极力劝说
下， 2016 年 8 月， 陈剑决定
去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
内科接受治疗。

该院肿瘤内科主任莫清
华 医 生 针 对 陈 剑 病 情 、 体
质、 耐受性等状况 ， 先予以
小 剂 量 化 疗 1 疗 程 ， 并 止
吐、 护肝 、 护胃 、 防应激性
溃疡等对症治疗 。 陈剑的病
症较前缓解， 肿大的淋巴结
稍缩小了 2-3 厘米， 食欲明
显改善。 21 天后， 陈剑再次
接受了一个疗程的化疗 ， 肿
瘤缩小了一半。 后来又接受
了根治性调强放疗 ， 结果磁
共振检查发现， 原先肿大的
淋巴结已完全消失殆尽 。 目
前陈剑病情稳定 ， 生活完全
能够自理。

������近年来， 衡阳市祁东县积极开展健康扶贫， 对老年人健康管
理服务实行分类施策， 一人一策， 一个医师包干一类病疾， 向因
病致贫、 因病返病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推出“健康服务特餐”。 图为
10月 12日， 该县洪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肖锦林为
东富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周瑞新做健康评估和免费检查。

通讯员 何晓晓 周特凡 摄影报道

健康服务特餐

������本报讯 （通讯员 黄焕君 李红华） 近
日， 国家卫计委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全
国 “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
干预” 项目工作总结会， 湘潭县项目办
作为 2016 年全国 141 个项目点之一， 荣
获 “全国先进奖”。

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
干预项目 （简称 “高危筛查项目”） 是国
家财政部和国家卫生计生委批准在 2014
年启动的惠及民生项目。 湘潭县 2016 年
成为全国项目点。 该县政府分管副县长
多次考察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
综合干预项目工作开展进程， 提出工作
要求。 湘潭县疾控中心派出 13 名专业技
术骨干分赴县内 4 个项目乡镇现场进行
技术指导， 全县 120 余名医务工作人员
历时 5 个月， 共计完成 12013 人的问卷
调查、 体测、 肺功能检测、 血脂、 血糖
检测等免费初筛调查； 对检出的 3167 名
高危人群进行心电图、 颈动脉、 心脏彩
色 B 超等免费检查， 对其生活方式指导
或药物干预， 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国
家项目目标任务， 其中初筛调查， 获评
“新项目点初筛完成进度全国第一”。

湘潭县：
心血管病高危筛查获国家表彰

������本报讯 （通讯员 贺浩） 近日， 湖南
星灿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携手湖北荆州石油
四机医院签订微创技术合作协议， 成立结
石微创中心， 共同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服务
基层， 服务当地结石患者。 这是星灿结石
微创落户湖北的第 3 家连锁合作医院， 意
味着湖南本土知名医疗集团成功登陆省外
市场后， 得到业界和民众的进一步认可。

据悉， 自 2014 年以来， 星灿医疗率
先开展连锁运营， 积极推进区域医疗联
合体建设和发展模式。 目前， 在长沙、 岳
阳、 衡阳、 益阳、 邵阳、 常德、 娄底、 怀
化、 湘西、 永州、 荆州、 咸宁等市州拥有
合作医院 33 家， 品牌和技术实力辐射省
内外。

星灿医疗尤其是旗下长沙星灿医院在
本地医疗行业拥有极高知名度， 自 2003
年创办以来， 坚持倡导诚信、 专业和专注
精神， 致力泌尿微创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创造了湖南省内多个第一： 实施首例移植
肾结石微创手术的医院； 实施年龄最小
（2 岁） 的肾结石微创手术的医院； 实施
高难度孤独肾结石手术最多的医院 （400
余例）； 实施肾结石微创手术年手术量最
大的医院……十四年来， 以长沙星灿医院
为旗舰品牌， 打造出 “微创取石” 的特色
优势， 成为湖南省泌尿微创技术的引领
者。

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星灿结石
微创品牌影响力的扩大， 越来越多的医疗
机构希望跟星灿合作， 共同致力泌尿微创
事业的发展。 星灿医疗也将充分发挥十四
年专注结石微创技术的品牌实力， 向连锁
合作医院输入先进的运营管理经验、 顶尖
的专家团队、 创新的营销理念等优势资
源， 助力当地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提
升， 打造区域结石微创第一品牌。

星灿结石微创落户湖北

������扎一束秀发， 飘扬在上下
班的路上。 戴好帽子口罩， 聚
精会神地观察， 用小巧玲珑的
双手， 化解肛肠疾病患者的痛
苦。 利用休息时间， 管好临床
党支部的每一位党员， 不辞辛
劳， 忘我工作。 她是谁？ 她就
是邵阳市隆回县中医医院肛肠
科医师钱爱艳。

钱爱艳毕业于湖南中医药
大学临床医学专业， 扎根临床
第一线， 深受患者好评。 在她
诊治的肛肠科患者中， 许多是
较严重的环形混合痔及肛周脓
肿、 复杂性肛瘘患者。 她和肛
肠科医师用高尚的医德和精湛

的医术服务于患者， 患者及其
家属非常满意。

有一位名叫马娟萍的女患
者， 因环形混合痔来该院住院
做手术。 钱爱艳和王达方 （副
主任医师） 为患者做手术做到
中午十二时多才下手术台， 患
者家属觉得到了吃饭的时间 ，
一定要请钱爱艳与王达方两位
吃中饭， 被他们拒绝了。 后来，
家属又送红包表示心意， 也被
他们谢绝了。 该患者术后经过
精心治疗痊愈， 一家人非常感
激， 特意将一面锦旗送到肛肠
科。

通讯员 徐伍莲 张科

化解肛肠疾病患者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