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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远门， 市民就能得到
专家的诊疗服务； 通过抱团发
展， 基层医院也能看好大病重
病……近两年来， 株洲市已组
建各类 “医联体” 27 个， 涉
及医疗机构百余家。 如今， 遍
地开花的 “医联体”， 激活了
株洲医疗领域的 “一池春水”，
让优质医疗资源流动畅通， 让
老百姓乐享健康红利。

优势资源“下得去”
过去， 由于优势医疗资源

相对集中， 导致大医院人满为
患， 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
借助医联体的 “东风”， 这一
尴尬的局面在逐渐改变。

“这名患者出现了室颤，
建议尽快转到上级医院诊治。”
8 月 28 日， 在株洲市三三一
医院的区域心电诊断中心， 通
过远程会诊系统， 该院心内科
主任谢新泽用了不到 5 分钟，
就对姚家坝卫生院上传的一份
心电图作出诊断报告。

早在 2016 年， 该院就与
姚家坝卫生院、 白关镇卫生院
等基层医疗机构组建了紧密型
医联体。

优势医疗资源向下流动的

画面正在该市多家医联体单位
上演。 去年， 株洲市中心医院
与炎陵县人民医院组建了医联
体， 派出肝胆胰外科主任唐才
喜等 8 名专家对口帮扶。 据统
计， 帮扶前， 炎陵县人民医院
各项业务指标为负增长； 帮扶
后， 该院住院人数增长 1179
人， 增长率为 11.55%， 手术
台 次 增 长 215 台 ， 增 幅 达
13%。

“通过医联体帮扶， 能帮
助基层医院培养足够的人才，
这也是实现分级诊疗的有效方
法。” 株洲市中心医院相关负
责人说。

下级医院“接得住”
“多亏了他们， 让我捡回

了一条命。” 近日， 提及经历
的一场劫难， 家住醴陵市枫林
镇五石村的宋师傅仍心有余
悸。

6 月 24 日上午， 59 岁的
宋师傅被蜜蜂蜇伤， 突然出现
胸闷、 呼吸困难等症状， 晕倒
在地。 所幸， 路过的热心村民
迅速将其送往枫林卫生院。

“患者入院时的脉搏、 血
压为零 ， 经诊断为过敏性休

克， 命悬一线。”
枫林卫生院院长唐芳说，

查明症状后， 该院医护人员立
即展开抢救。 开通多条静脉通
道， 予以吸氧平卧、 快速扩容
补液……通过一系列有条不紊
的抢救措施， 宋师傅的神志慢
慢清醒， 血压逐渐上升。

“要是在过去， 面对如此
危重的患者， 我们或许不敢贸
然接诊。 如今， 我们有底气这
么做。” 唐芳说。

他们的 “底气” 源于自身
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 去年 7
月， 枫林卫生院与醴陵市中医
医院建立了紧密型医联体， 挂
牌成为醴陵市中医医院枫林分
院。 从那以后， 醴陵市中医医
院每周一至周五都会选派神经
内科、 心血管内科、 康复科等
科室专家来坐诊。 在对方的指
导下， 枫林卫生院每周开展两
次全院大查房、 一次疑难病例
讨论， 同时严格查房、 会诊等
制度……种种革新带来了喜人
的变化。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
年， 枫林卫生院收治住院患者
1934 人次， 较去年同比增长
41.2% 。

本报通讯员 谭德伟 张书乐

��������永州市新田县把 9
月定为全民健康生活方
式宣传活动月， 确定活动
主题为“三减三健， 全民
行动”。 图为 9 月 4 日，
该县卫计系统医卫人员
向群众宣传合理膳食健
康知识。

通讯员 徐平 刘孝红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肺结核主要通
过呼吸道传播， 咳嗽、 咳痰 2 周以上， 要怀疑
是否得了肺结核， 应及时就诊。” 9 月 10 日，
在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图书馆前坪室外 ，
1000 余名大学新生军训整队完毕后， 整齐蹲
坐在地上听健康教育知识讲座。

活动由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主办， 长沙
县长龙街道卫计办、 街道计生协、 黄花镇卫生
院协办， 邀请黄兴镇卫生院公卫健教专干授
课。 在预防肺结核病健康知识宣传方面， 授课
老师重点从结核病病因和发病机制、 传染源和
传播途径、 预防措施等方面进行了生动而具体
的阐述； 在接下来的艾滋病防治知识讲座上，
主要从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防控措施等方面，
展示一张张触目惊心的图片， 劝导大学新生洁
身自好， 养成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防患于未
然。

������本报讯 （通讯员 田华 雷迅） 9 月 6 日，
笔者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计生协了
解到， 该县 108 名在 2018 年高考中被国家全
日制本科院校录取并就读的农村计生家庭子女
分别获得 5000 元、 4000 元、 3000 元不等的助
学金共计 45 万余元， 喜圆 “大学梦”。

据了解， 为进一步完善计生利益导向政
策， 帮助解决农村计生家庭实际困难， 加快计
生家庭精准脱贫步伐， 该县卫计局、 县计生协
联合发起 “金秋助学” 活动。 该活动从 2018
年起每年举行一次， 凡县域内父母均为农村居
民户籍的农村独生子女户、 计生两女户子女，
在当年高考中被国家全日制本科院校录取并就
读的将获得 3000 至 5000 元不等的一次性奖
励。

据悉， 该县 2018 年度助学活动中， 农村
独生子女 38 人， 计生两女户子女 70 人， 共获
得 45.2 万元助学金。

本报讯 （通讯员 郑以亮） 日前， 永州市
蓝山县举行农村独生子女户、 计生两女户子女
高考升学奖励金发放仪式， 为全县 27 名农村
独生子女户和计生两女户子女发放高考升学奖
励金 10.2 万元， 其中为 7 名考取一本大学的
每人发放 6000 元奖励金， 为 20 名考取二、 三
本大学的每人发放 3000 元奖励金。

近年来， 蓝山县高度重视农村独生子女
户、 计生两女户家庭子女的成长、 成才问题，
大力实施 “成才助学工程”， 每年都对农村独
生子女户、 计生两女户家庭子女高考升学进行
奖励， 有力地促进了计生家庭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 曾昕晖 奉拾云） 近日，
为提高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均等化服务水平， 娄
底市新化县水车镇计生协组织打造的 “紫鹊界
风景名胜区母婴室” 如期投入使用。

为保证母乳喂养游客特别是年轻妈妈们在
哺乳期间不受干扰， 母婴室设置内锁， 门外张
挂 “男士止步” 标志， 室里还配备饮水机、 母
乳喂养应急包等设备， 为前来旅游的母乳喂养
游客在哺乳时营造了温馨舒适的环境， 得到了
广大游客和当地群众的好评。

医联体激活株洲医疗“一池春水”

上街宣传倡导健康生活

健康冷水江
幸福新锑都

冷水江市卫生计生局 主办

������本报讯 （通讯员 陈东红）
“医生 ， 我这血糖是多少呀 ？
正常吗 ？ 现在还经常搞些这
样 的 活 动 ， 确 实 还 蛮 方 便
的！” 在娄底冷水江市滨江公
园门口 ， 一位在测血糖的大
娘问道 。 另一边 ， 该市人民
医院的外科医师正在为一位
前来咨询的大姐仔细查看检
查报告单 ， 并耐心细致地为
她解答疑问。 9 月 10 日， 冷
水江市卫计局组织各医疗单
位在市滨江公园举办 2018 年

“服务百姓健康行动” 大型义
诊活动 ， 为百姓送服务 、 送
健康 ， 推动健康扶贫服务百
姓工作深入开展。

义诊现场， 市卫计局工作
人员和各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早
早地布置接诊台 ， 摆放血压
计、 血糖仪， 悬挂横幅， 布置
宣传展板， 并为过往群众发放
健康扶贫宣传资料、 讲解健康
扶贫知识。 义诊过程中， 前来
咨询就诊的居民络绎不绝， 医
护人员认真地为群众免费做身
体检查， 量血压、 测血糖， 通
过仔细了解患者的病史， 从不

同专业给予居民们健康指导，
宣传健康知识、 医学常识， 提
出治疗建议， 同时发放各类疾
病防治宣传资料， 医务人员真
诚的服务和详尽的专业解答受
到广大群众点赞。 此次义诊活
动免费测血压及解答群众咨询
500 余人 ， 测血糖 100 余人
次， 发放各类宣传手册 700 余
份。 这次活动增强了群众的防
病意识， 提高了健康水平， 进
一步树立了全市卫计系统的良
好形象， 让优质医疗接地气，
下基层， 把健康扶贫工作做到
了老百姓心里。

娄底冷水江市卫计系统：

心系百姓健康 助力健康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