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益阳市中心医院建立
的医联体微信群内， 活跃着
医联体各单位专家教授的身
影， 他们随时参与病例讨
论、 沟通转诊信息。 12 月 4

日， 沅江泗湖山中心卫生院
有危重病人需要转院， 在医
联体微信群内发布病人相关
信息后， 医院呼吸内科立即
回应已准备好相关抢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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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中心医院稳步推进医联体建设纪实

更
通讯员 王颖 叶琳

�������大医院人才集中设备先进， 小医院技术落后设备短缺， 这是大医院人满为患， 小
医院门可罗雀的主要原因， 其直接后果是基层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

面对医疗资源分布不均， 如何满足老百姓越来越高的医疗健康需求， 如何让他们
享受到更称心的医疗服务， 是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长期以来的心头之痛。

如今， 随着医疗联合体建设的推进， 这一矛盾有望得到缓解。

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

顺应医改
勇担社会责任

�����“医疗技术水平相对滞后”
“学科发展不平衡” “人员素质参
差不齐” 等问题是制约基层医院
发展的瓶颈。 为了更大力度发挥
好大型公立医院的帮扶指导作用，
今年 9 月初， 益阳中心医院举办
了 3 期培训班， 抽调医院临床重
点学科专家和管理干部从诊疗、
护理、 管理等方面授课， 获得来
自基层医院 600 余名医务工作者
的高度评价。

曾跃红院长在会上以 《如何提
高执行力》 为题， 开讲了培训班
的第一课， 他说， 医改就是要推
进分级诊疗，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 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
这一终极目标。 而中心医院作为
区域综合医疗中心， 正积极探索
符合益阳特色的医联体模式， 促
进基层医院医疗服务水平的整体
提高， 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真正落
实和患者的合理分流， 切实承担
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我们不光设备短缺， 最主要
的是技术落后， 医护人员一致的
心声是渴望得到进修和深造的机
会。” 该中心医院协作医院安化县
人民医院院长李钦初说， 正好医
联体建设帮他们解决了这一难题，
通过与益阳市中心医院“结缘”，
安化县人民医院在辖区内学科建
设和医疗优势逐步显现。

“建立医联体， 关键是要形成
利益和责任的共同体。” 曾跃红告
诉笔者。 今年 9 月 22 日， 他率医
院管理干部和临床专家赴安化县
人民医院举行学术讲座、 开展业
务查房及疑难病例会诊等活动。

益阳市中心医院采取科室对科
室、 团队对团队， 从医院管理、
学科建设、 医疗资源建设、 人才
培养、 硬件援助、 医院发展等方
面， 对安化县人民医院给予支持。
实践表明， 双方开展合作以来，
安化县人民医院管理与诊疗技术
不断规范， 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门诊、 住院人次等各
项医疗指标增长较快，
社会满意度日益提高。
李钦初介绍， 今年安
化县人民医院业务总

收入同比增长
20%， 手术台次同
比增长 18%， 开展
新技术、 新项目 12 项。 特别是通
过益阳市中心医院的对口帮扶，
肾内科、 神经内科还在今年 7 月
单独设立了科室， 为当地老百姓
就近医疗提供了便利。

“明年我们还将加大对安化县
人民医院的帮扶力度， 积极拓宽
帮扶渠道， 探索长期稳定、 行之
有效、 多种途径的帮扶模式， 不
断增强基层医院医疗综合服务能
力水平， 发扬同舟共济的团队合
作精神， 构建相互促进、 相得益
彰的共赢格局。” 曾跃红对于安化
县人民医院的合作充满信心。

据悉， 益阳市中心医院已为医
联体单位开通双向转诊就医绿色
通道， 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色，
利用互联网会诊、 专家医疗队巡
回指导等手段， 为定点指导医院
开展疑难危重病例会诊、 查房、
义诊、 手术等医疗活动， 并针对
定点指导医院存在人才培养困难
的问题， 还将不定期、 有针对性
地开展免费进修和培训。 2017 年
12 月， 医院成立胸痛中心和卒中
中心， 优化了急性心脑血管病急
救绿色通道， 建立起更加科学、
有效的区域协同医疗救治体系，
为降低全市急性心脑血管病致死
致残率提供了医疗保障。

与此同时， 该院根据自身不
足， 积极加入上级优势医疗单位
的医联体。 今年上半年， 益阳市
中心医院正式加入由武汉市第一
医院组建的“长江中游皮肤科联
盟”。 武汉第一医院所拥有的先进
诊疗技术平台将优先对中心医院
开放 ， 并定期派出专家来院坐
诊。 此举将极大地提升医院皮肤
科诊治水平和疑难疾病的救治能
力， 促进形成益阳市皮肤特色专
科中心， 更好地服务皮肤病患
者。 此外， 益阳市中心医院还与
湖南省人民医院结成儿科联盟，
与湘雅医院结成产科联盟， 与湘
雅附二医院结成内分泌联盟， 与
省妇幼保健院签订产前诊断双向
转诊协议。

百姓得利，真正实现家门口“看专家”

有序推进，强化扶持力度

������所谓“医疗联合体”， 就是指一定地
域内不同类型、 层级的公立医疗机构组合
起来， 成立协作联盟或组建医疗集团， 成
为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患者在医联
体内， 可以享受到基层医院与区域医疗中
心之间的双向转诊、 化验检验结果互认、
网络即时会诊等便捷的优质诊疗服务。 合
作区域内要基本形成了“大病不出县、 小
病不出乡、 慢病在社区” 的就医格局。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 2017 年重点工作任务》 强调指
出， 2017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
健康大会精神和实施“十三五” 医改规
划的重要一年， 是形成较为系统的基本
医疗卫生制度框架的关键之年。 同时明
确提出要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加强
医疗联合体建设、 改革完善短缺药品供
应保障机制等重点工作。

对此， 益阳市中心医院副院长文介夫
深有感触： 城里医院专家教授等优势资
源得不到充分利用， 乡镇医院技术落后
设备老化不被看好， 要改变这种现状，
作为区域医疗中心和区域内唯一的三甲
医院， 市中心医院对此责无旁贷。

2016年， 该中心医院根据市卫生计生
委全面推进医疗改革的整体部署， 着手推
进区域医联体工作。 医院先后制定了与协
作医院及定点指导医院的《进修培训人员
管理培训计划》 《培训人员管理规定》 和
《双向转诊制度》 三个规范性文件， 并于
同年 12 月， 在华天大酒店召开协作医院
和定点指导医院工作联系会， 共同商讨建
立医联体后的合作与发展。

会上， 院长曾跃红开门见山， 一语破
题。 他表示， 医院始终注重帮扶基层医
疗卫生事业发展， 这次商讨主要是为了
进一步落实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要求，
推动三甲医院优质资源下沉， 进一步提
升基层医院综合实力， 满足基层群众医
疗服务需求， 增进医院友谊。

据该院医务部部长谢力全介绍， 截至
目前， 院领导已分头对 26 家协作医院和
定点指导医院一一挂牌， 并与医院负责
人广泛沟通， 探索互惠互利、 互联互通、
多方满意的深度合作模式。

和床位， 病人入院后第一时间得到了有
效救治。 11 月 15 日， 安化清塘铺镇中心
卫生院医生在群内咨询胆道手术， 医院
普外科教授就检查诊断、 术式等进行了
详细解释， 为医生诊治提供了切实指导。

此前， 来自安化县的张先生因急性前
壁心肌梗死先被送到清塘镇中心医院救
治， 由于病情严重， 当地医生先通过微
信群将病人相关检查报告上传， 得到益
阳市中心医院专家的指导， 转诊到市中
心医院后直接通过绿色通道进入手术室。
大大缩短了接诊到手术的时间， 为更有
效的抢救治疗赢得了宝贵时间。 病人及
家属对此十分满意。

此时， 距离益阳市中心医院与清塘铺
镇中心医院建立医联体已过去近半年。
期间， 两家医院紧密合作， 益阳市中心
医院专家在医疗技术、 医院管理等方面
对镇医院进行具体指导， 清塘当地患者
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三甲医院的医疗
服务。

“这是我们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市、
镇两级医疗资源的有益探索， 又是提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和服务能力的具
体实践， 为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 推
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 推动老百姓
就近就地就医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样
本。” 市中心医院医务部部长谢力全说。

“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他们对医疗保健的需求也有了更高的期
待， 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但基层医院
技术和人才都无法满足群众就医需求，
而凭医院自身努力根本无法改善目前的
处境。” 清塘铺镇医院负责人介绍， 正
是在此背景下， 他们对与益阳市中心医
院建立联合体深感“求之不得”。 不少
老百姓看病不再舍近求远， 难度大一点
手术还有市中心医院派出的专家主刀，
如今是“医生随着病人跑、 技术随着病
人跑”。

“医联体建设将逐步推进形成‘小病
进社区、 大病进医院、 康复回基层’ 的
就医格局。” 院长曾跃红说： “今后合作
区域内老百姓的常见病、 多发病首诊在
基层， 再也不用辗转往三级医院挤了。”

据统计， 一年来， 益阳市中心医院先
后派出中级职称以上临床医师 200 余人
次赴医联体医院， 开展查房、 教学、 会
诊、 手术示范等多种形式的传帮带工作，
参加抢救危重症病人 100 多人次。

联体更连心！ 益阳市中心医院这场以
化解百姓看病难、 看病贵为出发点， 推
动医疗资源下沉的改革探索已经取得实
实在在的阶段性成效， 这让人们对其未
来走向越发充满信心， 充满期待。医院专家赴安化县人民医院参加会诊

医院举办医联体管理干部培训班

连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