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周瑾容 周蓉荣) 5
月 11 日 ， 湖南省医师协
会儿科医师分会成立大会
在长沙召开， 湖南省人民
医院院长祝益民教授担任
首任会长， 儿科医师分会
通过横向多科合作、 纵向
上下联动的方式成立了
20 余个专业委员会 。 这
标志着湖南省万名儿科医
师有了行业之家和共同成
长交流的新平台。

“儿科医师分会成立
后， 将通过医联体和协会
等各种平台的搭建， 举办
继教班、 专题讲座、 轮班
进修、 巡诊指导等各种形
式的培训，” 祝益民指出，
“加强基层儿科医师对于
常见病、 多发病的诊治处
理能力， 同时对于疑难重
症病， 要具备早期研判和
鉴别的能力， 及时向上级
医院进行转运 ， 使常见
病、 多发病能够在家门口
解决， 大医院腾出精力来
救治急重症患儿。”

������5 月 4 日清早， 娄底冷水江市
中医医院内二科护士长李美春正
在护士站忙碌着， 忽然听到一声
呼唤， 回头一看是 24 床的邓老颤
颤悠悠地走了过来， 李美春赶紧
上前扶住邓老。 邓老一边用颤抖
的双手递出一张纸条 ， 一边说 ：
“护士长， 我今天要出院了， 这是
我早上写的感谢信， 谢谢你们这
些天对我和老伴的关心和照顾。”

李美春连忙接过纸条， 只见
在一张药品说明书的背面上简单
地写着几句话： “衷心感谢市中
医院内二科张主任肖医师及医务
人员几天来的辛勤治疗。” 下面还
附有一首小诗： “精准诊治老慢
病， 有效缓解脑心痛； 医护勤快

又热情， 患属感谢在心中”。 字虽
然不多， 而且由于邓老手颤抖的
原因， 笔画也是弯弯曲曲的。 但
李美春却觉得心里顿时一暖， 她
知道中风的邓老如此工整地写下
这些文字有多么的不容易。

李美春介绍 ， 邓老今年 80
岁， 中风很多年了， 10 天前因为
胸闷气促、 四肢无力住进了科室。
他的老伴当天下午感觉到胸闷 ，
也住了进来。 由于老人们的儿女
工作都忙， 除了送饭， 其余时间
很少能到病房来护理陪伴， 护士
们便主动承担起了日常护理工作。
在出院之际 ， 邓老一大早起来 ，
用抖动的双手写下了这封特殊的
“抖笔” 感谢信。 通讯员 喻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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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3日， 由岳阳市卫计委牵头组织的 2018 年“健康岳阳 -
爱民义诊平江行” 活动走进岳阳市平江县童市镇优良村。 岳阳市一
医院的专家团队为当地村民带去了专家义诊、 健康讲座， 并向贫困
户赠送了常规药品， 深受群众欢迎。 通讯员 陈连峰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胡芳） 近日， 长沙雨花区公布，
市民举报大气污染环境违法行为最高可奖励
2000元， 只要拨打 12345热线就能做到。

5 月 4 日， 雨花区蓝天保卫战 “三个月
治标” 工作讲评会召开， 会议下发了 《雨花
区蓝天保卫战大气污染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
办法 （试行）》， 其中， 在全市率先推出有奖举
报。 针对工地扬尘污染、 “散乱污” 企业排
污、 违规使用散煤、 机动车冒黑烟等发生在群
众身边的大气污染问题， 市民群众或组织都可
以反映和举报。 根据被举报违法行为的性质、
内容、 影响程度， 处理结果来确定具体奖励金
额， 最高为人民币 2000元。

������本报讯 （通讯员 朱伟基） 全国爱国卫
生运动委员会日前下发文件， 通报了 2017
年国家卫生城市 （区） 和国家卫生县城 （乡
镇） 复审结果， 株洲蝉联 “国家卫生城市”
称号， 且因复审成绩突出被表扬。 此外， 炎
陵县被重新确认为国家卫生县城。

2017 年 8 月， 国家卫生城市暗访组对株
洲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进行了暗访， 专家
随机抽查了株洲主城区的健康教育、 市容环
境、 农贸市场、 食品安全等方面的情况。 同
时， 随机访问了出租车司机、 居民和过往旅
客， 听取了他们对城市卫生状况的评价意见。
暗访组专家认为， 株洲巩固创卫宣传氛围浓
厚， 城市规划、 建设水平较好， 管理有序。

������本报讯 （通讯员 朱忠达 邹迎春） 5 月 8
日， 郴州市汝城县卫生计生局组织全县乡村
医生 300 余人进行业务培训。

培训中， 该县卫计局和县属医疗机构相
关业务人员围绕健康扶贫、 基本药物制度、
基本公共卫生、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妇幼保
健、 慢病随访等科目， 从政策法规、 绩效考
核、 操作规程等方面进行授课， 内容丰富、
通俗易懂、 实用性强。 乡村医生们都表示收
获很大， 从医观念、 社会责任感和业务能力
都得到很大提升。

近年来， 该县坚持每年举办一次乡村医
生培训班， 全面推动基层卫计服务能力建设。

爱民义诊进平江

������本报讯 （通讯员 高兴） “从
2003 年至今 ， 我已经带了 104
位学生， 其中有 1/3 成为了国家
优才班的学生 ， 有 4 位学生是
国家认可的师承学生 ， 还有相
当一部分学生已经成为各地的
名中医”。 5 月 7 日 ， 湖南中医
药大学携手湖南养天和中医馆
在长沙举办中医文化传承教学
实践基地揭牌暨国医大师熊继

柏教授临床教学工作室成立仪
式， 熊继柏高兴地分享他与中医
药传承的故事。

该工作室将以熊继柏教授为
中心， 依托养天和中医馆平台，
打造规范化、 信息化、 现代化一
流的临床与教学工作室， 逐步形
成系统型、 高效型、 实干型人才
临证教育培养体系， 融会贯通地
将熊继柏医学知识继承发扬。

为什么人一得上痛风病， 就会出现关
节肿痛、 为什么痛风患者会出现痛风石、
关节变形活动受限、 心肾衰竭甚至尿毒
症？ 这都是高尿酸血症惹的祸 ？ 如何做
到日常监测尿酸， 有效预防控制痛风急
性发作？

尿酸监测真的很重要！
现在您只需一个电话 400-100-7335，

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价值 398 元智能家用尿
酸分析仪， 从此不用跑医院 ， 排队挂号

预约专家 ， 在
家就能轻松自
如 监 测 尿 酸 ，
尿 酸 早 知 道 ，
控制更轻松。

智能家用尿酸分析仪
操作简单， 测量准确。 全自动智能测

量尿酸， 轻松便捷， 一学就会 。 大屏设
计， 清晰易读， 测量结果一目了然。
爱心企业树好口碑，尿酸仪只送不买

即日起拨打电话 400-100-7335 申请
参与 “智能尿酸仪进万家活动 ” 即可免
费申领智能尿酸分析仪一台， 在家就能
检测尿酸， 免去了去医院排队挂号抽血
等诸多麻烦。 最后 500 台送完为止。 (随
机附赠痛风健康饮食指导方案）

仅限老痛风高尿酸人群， 60 岁以上
离退休人员优先申领， 不得重复申领。

500台智能尿酸分析仪免费送
高尿酸！ 老痛风千万不要错过

报名热线：400-100-7335

������本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
员 叶飞艳） 湖南省进一步加大
对各级各类医院医疗质量安全、
医疗费用以及大处方、 欺诈骗
保、 药品回扣等行为的监管力
度， 并将建立黑名单制度， 明
确医务人员薪酬不得与药品收
入挂钩。 日前， 湖南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 《湖南省建立健全现
代医院管理制度实施方案》， 对
上述制度作出具体规定。

其中， 对造成重大社会影
响的乱收费等不良执业行为 ，
造成重大医疗事故、 重大安全
事故的行为， 严重违法违纪案

件， 严重违反行风建设的行为，
要进行严肃问责。

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
建立健全 “结余留用、 合理超
支分担” 机制， 发挥利益调控
作用， 探索推进紧密型医联体
内实行医保总额付费等多种付
费方式 ， 提高医院自我管理 、
主动降低运行成本的积极性 。
充分发挥医保对医疗服务行为
和费用的调控引导与监督制约
作用， 逐步将医保对医疗机构
服务监管延伸到对医务人员医
疗服务行为的监管。

完善医药费用管控制度 ，

严格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
确保医院良性运行和发展。

《方案》 提出， 要建立健全
人员聘用、 岗位、 职称、 执业
医师、 护理人员、 收入分配等
管理制度。 医务人员薪酬不得
与药品、 卫生材料、 检查、 化
验等业务收入挂钩。

加强人才培养培训管理 ，
落实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专
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和继续医学
教育制度。 城市医生在晋升主
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职称前到
基层或对口帮扶的医疗机构累
计服务不少于 1 年。

湖南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对欺诈骗保等行为建立“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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