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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郴州生殖医学的“拓荒者”
2000 年，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成

立生殖医学中心， 该中心的最主要目
标就是帮助不孕不育家庭摆脱困境 ，
圆他们的天伦之梦。 当年， 有着 20 多
年妇产科工作经验的欧阳海燕主动请
缨担任生殖医学中心的主任。 在属于
自己的试验田里， 欧阳海燕作为临床
负责人， 从筹备硬件设施到培训技术
人员， 从提高自身水平到提携团队气
势， 她似有三头六臂， 事无巨细， 亲
力亲为。

2001 年 7 月， 生殖中心迎来了第 1
例试管婴儿的降生———一对三胞胎宝
宝。 紧跟着第 2 例、 第 3 例……越来越
多的不孕不育家庭寻找至此， 生殖中心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壮大。 欧阳海燕
所带领的团队从起步时的 3 个人到现在
的 30 多人， 场地也从最初的 400 多平
方米扩建到目前的 2600 多平方米。 该
中心 25%的患者来自省外， 且吸引了全
国 50 多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前来进修学
习， 誉满大江南北。

郴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手足口病：没有硝烟的战斗
2012 年3 月底 4月初， 全国各地手

足口病疫情激增， 郴州各县市区也相
继发生疫情。 作为全市传染病救治中
心、 手足口病定点救治医院， 郴州市
第二人民医院 300 余名干部职工紧急
行动，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拉开序幕
……

从 4 月 5 日开始， 郴州市第二人
民医院门诊患儿比平常明显增加， 住
院人数连日攀升， 手足口病疫情迅猛
发展。 为此， 该院领导班子召开紧急
会议提出： 3 天内完成新建感染二区
的任务 。 随着疫情的继续 ， 4 月 23
日， 该院领导班子决定新建门诊输液
大厅及手足口病专用诊室。 最终， 仅
用 10 天时间便顺利建成了一个可容纳
200 人输液留观、 面积达 300 平米的输
液大厅 ， 且该输液大厅里的留观床 、
输液椅、 空调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由于手足口病疫情凶猛 ， 一些高
发地区的儿童家 长存在 恐 慌心 理 ，
只要孩子出现疑似手 足 口病 症 状 ，
都会想方设法送到郴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治疗。

面对来势凶猛的手足口病疫情 ，
郴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300 名职工拧成
一股绳， 共克时艰， 让患者 100%的得
到妥善救治。 2012 年疫情期间收治手
足口病人 6239 人次 （住院 3226 人次，
其中重症 436 人次， 无死亡病例）， 齐
心协力打赢了手足口病救治的攻坚战。

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医联体化解群众看病“难”
小病在社区， 大病去医院， 康复

回社区 ， 实行分级诊疗与双向转诊 ，
这是医改要达到的目标。 为解决群众

看病难的问题， 郴州市不断下沉优质
医疗资源， 建立医联体合作项目。

以郴州市石盖塘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为例， 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距离郴州市中心城区大概有 30 分钟
的公交车距离， 多山地， 辖区内中老
年人居多。 很多老人腰腿痛都得转好
几趟车到城区医院就诊， 一些行动不
便的老人家则只能在家贴所谓的 “膏
药” 缓解疼痛。

为此， 石盖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康复理疗科今年与郴州市第三人民医
院康复科签署了医联体合作项目。 郴州
市第三人民医院康复科从今年 7 月份以
来每月派一名指导医生、 一名专业康复
技师来帮助完善中医康复科的建设， 以
及指导社区医生的相关技术知识。

家住石盖塘 3 个月大的谢宝宝是这
次项目合作的受益者之一。 谢宝宝肌张
力偏高， 需要做儿童肌张力运动以及儿
童推拿项目， 现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中医康复科能开展这些项目， 患儿家
长再也不用带着大包小包， 像搬家一样
进城看病那么辛苦了。

郴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人才立院 人才兴院
2005 年， 郴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在

全市同级医院中率先实施人才立院的
战略， 大力引进和培养人才。 其第一
项措施就是任命从上级医院调入该院
的技术专家为本专科主持工作的主任，
并按照引进人才的要求购置医疗设备、
甄选人才组成专业团队， 为引进人才
提供优厚的待遇； 第二项措施则是解
除技术人才的后顾之忧， 如为从外地
引进的技术人才解决配偶工作调动问
题和孩子就业读书等问题； 第三项措
施是建章立制， 在全院职工中形成一
种共识 ： 用技术说话 、 用水平说话 、
用实绩说话； 第四项措施是给予技术
人才相应的政治待遇和人文关怀， 在
引进人才中提拔了 3 名能力突出、 学
术影响大的专家担任副院长， 让他们
进入医院核心管理层。

这些举措在当时的福城医学界堪
称创举。 一时间， 该院的人才引进方
兴未艾， 吸引来了包括三级医院和同
级医院在内的 30 余名优秀的医学专
家 。 由于该院始终坚持 “人才立院 ”
的发展道路， 竭力打造优势医疗品牌
专科———该院泌尿外科为省级重点学
科， 心血管内科、 神经内科、 肝炎科、
妇产科、 骨科为市级重点学科。

郴州市中医医院：

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春天
郴州市中医医院是全市唯一一所

三级甲等中医医院， 也是郴州市中医
药事业的领头羊。

近年来， 郴州市中医医院积极推
进和落实医改政策， 采取上联下延的方
式， 与广东省中医院合作建立了骨关
节科、 经典科和妇科专科 3 个专科联
盟， 通过与上级三甲医院建立专科联
盟， 吸引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与宜章
博大医院、 郴州市苏仙区苏仙岭街道
第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共建中医联
盟，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
务能力和水平， 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对
中医药服务的需求， 同时指导医院积
极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 打造
15 分钟医疗圈，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三甲中医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郴州市中心血站：

库存充足稳定的血站
过去， 因人们对无偿献血的不理

解、 不支持， 郴州市在实行无偿献血
制度之初遭遇了很多阻碍。 为此， 郴
州市中心血站构建了市、 县、 乡、 村
“四位一体” “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
的无偿献血宣传大格局。 通过广泛宣
传无偿献血政策和常识， 市民无偿献
血知晓率从过去的不到 50%， 上升到
目前的农村居民 75.3%、 在校青少年
96.7%、 城市居民 86.5%。

郴州市以服务广大群众为导向 ，
不断优化采供血环境。 5 年来， 血站
投入近 6000 万元添置仪器设备 300 余
台次； 率先在全省实现全市医疗机构
临床用血统一调度配送， 过程更安全、
送达更及时， 用血单位满意度调查均
在 95%以上。

肩负党和人民交托的重任， 郴州
市中心血站勇于担当， 努力树立了一
面又一面光荣的旗帜。 郴州市年采血
量快速增长， 从 2011 年的 13.3 吨， 增
长到 2017 年的 15.5 吨 ， 2018 年预计
突破 16 吨， 采血量位居湖南省第二。
2016 年在全国率先建立 Rh 阴性血液
“非冰冻常规供应” 新模式， 即使是稀
有的 “熊猫血” 也不再 “稀有”， 是全
省血液库存最充足稳定的血站。

资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在改革的阵痛中奋进
2012 年以来， 资兴市第二人民医

院紧扣 “精致、 和谐、 仁爱” 的办院理
念， 推出了以实施四项建设、 四项管
理为主要内容的兴院方案。 首先是房
屋建设， 病区内全部实现中心供氧， 24
小时全天候供应热水， 病房内空调彩
电一应俱全， 病床全部是最新款的折
叠式不锈钢可升降病床。 在诊疗设备
方面， 医院购置了腹腔镜、 输尿管镜
等新型医疗设备， 让一大批新技术在
该院得以应用。

如今， 凡是二级医院能够开设的医
疗项目， 资兴市第二人民医院全部开设，
全院目前拥有高级职称 8 人， 中级职称
50 多人； 已成功签约郴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 郴州市第四人
民医院等上级医院， 建立医联体及专科
联盟； 与资兴市州门司镇的医共体工作
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

与此同时， 资兴市第二人民医院探
索出了一条完善的偏远山区医疗服务
全覆盖模式 ， 推行 “住院患者探访 、
出院患者回访、 特殊患者家访 、 流失
患者专访” 四项制度， 医疗服务的触
角拓展到辖区 13 个乡镇 （街道） 的山
山水水、 村村寨寨。

汝城县皮肤病性病防治所：

新时代春风吹进麻风村
汝城县麻风村居住的病人， 大多数

是入村几十年的老弱病残， 其生活水平
的艰难程度令人难以想象。 为此， 汝城
县皮肤病性病防治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
为让麻风村里那些基本没有生存能力的
患者能够安享晚年， 千方百计地想办
法， 并积极争取各级领导、 国际友人、
社会各界人士到麻风村实地考察， 争取
他们对麻风村的理解与支持。

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 麻风村
患者的生活费由原来的每月 20 元提高
到现在的每月 550 元； 2005 年在澳门
基督教的大力支持下， 投资 85 万元通
往麻风村 12 公里的通村公路开通了 ；
2006 年~2008 年协助单位领导筹资 124
万元， 为麻风村新建了 12 栋患者住房
及医疗、 娱乐室等， 建筑面积 2100 平
方米， 村民全部搬进新居。 此后， 还投
入资金 10 万元新建了饮水池、 垃圾池、
便道等配套设施。
(本版组稿 郴州市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郴州市卫生计生工作侧记
��������健康， 是民族发展的重要标志， 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 改革开放 40 年来， 福城郴州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从最初看病的老三样
“听诊器、 血压计、 体温表” 到如今的“B 超、 螺旋 CT、 血气分析仪”， 从以前“看病要转好几趟车到城区就诊” 到现在的“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
质的医疗服务” ……凝眸福城杏林春色， 回首过往， 郴州卫计人披荆斩棘、 成果丰硕； 展望未来， 郴州卫计人踌躇满志、 豪情满怀。

雾漫东江 摄影 /牛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