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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4 日， 长沙市第一医
院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办公室
迎来了两名来自河南的特殊客
人。 “我和哥哥是专程来赠送
锦旗的， 真诚感谢谭笑阳医生！
同时也十分感谢医院的领导 ，
感谢你们培养出了谭笑阳这么
优秀的医生！” 他俩将锦旗递到
了该院住培办张雪红科长手中。

2018 年 10 月 27 日， 河南
省驻马店市干警李启良完成湖
南大学培训后在返程 G832 高铁
上， 突感胸口疼痛， 烦躁不安。
高铁列车员发出救助广播， 在
长沙市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一
病区住院医师培训学习的谭笑
阳当时正从长沙站坐高铁回武
汉， 听见广播后立即赶到患者
所在车厢。 看到患者面色苍白，
口唇发绀 ， 她首先询问病史 ，
做了简单的体格检查 ， 血压 、

心率 、 正常腹部检查无异常 。
患者自诉有持续的上腹部、 背
部疼痛， 不能平卧。 给患者含
服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后 ，
观察患者胸痛没有缓解， 试图
让患者平卧时， 患者疼痛加剧。

谭笑阳初步判断可能不是
心绞痛 ,考虑病情的危急程度 ，
她和列车长一起建议患者就近
下车去医院就医。 10 点 30 分到
达岳阳站， 谭笑阳和患者同行
的 4 位同事一起上了急救车 ，
向急救中心人员表明身份， 转
述了病史， 10 点 50 分， 到了岳
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 完
善了心电图、 CT 检查后初步诊
断为升主动脉至降主动脉的壁
层血肿。 患者随即被送往中南
大学湘雅二医院成功地进行了
手术治疗， 现已痊愈出院。

本报通讯员 关晶 宋小云

������一天中午， 我想起这几天
的健康扶贫签约服务还没完
成， 顿时没了睡意。 拖着疲惫
的身体， 发动了车子， 向着衡
阳市祁东县步云桥镇凤仪村出
发。

车子沿着十八弯的山路盘
旋而上 。 跟着王医生走进树
林， 隐约看见树林的后面有一
座房屋， 那就是曾伯的家。 门
是虚掩着的， 我放下资料， 告
知曾伯今天主要是来他家做签
约服务的， 并宣讲了签约服务
的流程和优惠政策。

拿出血压计、 听诊器， 我
先为曾伯做了常规体检， 并登
记在册。 随后， 拿出签约服务
协议， 给曾伯讲解， 同时递给
他自己的名片， 说上面有我的
联系电话， 如果以后有什么需
要， 随时可以联系我。

曾伯一家有六口人， 儿子

30 多岁， 前年得了肾病， 现在
转化为尿毒症， 每周都要去医
院透析 ， 家里的积蓄花了不
少 ， 还借了不少钱 。 说着说
着， 曾伯声音硬咽了， 两眼挂
满了泪花。 见此情景， 我心里
一阵阵酸楚， 连忙拿出一沓钞
票塞给曾伯说： “曾伯， 这是
我的一点心意。 请相信， 现在
党和国家的政策好， 你们家一
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曾伯激
动地说 ： “您真是好人呀 。 ”
临走时， 曾伯再三挽留我们吃
晚饭， 我婉拒了， 拉着王医生
的手快步走出了曾伯家门。

回到车上， 我心里感慨万
千。 我想要带着责任和义务去
扶贫攻坚， 认真落实国家健康
扶贫政策， 做一位扎根基层、
服务基层的好医生。

祁东县第五人民医院
李冬保

“你们家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本报讯 （通讯员 黎德华 周琼） 1
月 11 日， 湖南省贫困县县医院肿瘤
科与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建设项目总结
暨国家级贫困县县级公立医院临床服
务能力建设项目启动会在新化县人民
医院召开， 新化县人民医院党总支书
记黄智勇等向大会分享建设项目实施
经验。

近年来， 新化县人民医院按照肿
瘤科、 新生儿科的建设要求， 结合医
院实际， 不断加大配套设施投入， 对
场地 、 设施 、 设备进行了升级与改
造， 确保了肿瘤科和新生儿重症监护
室高标准建设并规范化运行。 同时，
参与湖南肿瘤专科联盟与新生儿重症

救治联盟， 与湖南省肿瘤医院、 湖南
省儿童医院形成了顺畅的协作与转诊
机制， 在多学科协作、 新技术开展、
人才梯队建设与诊疗行为规范等方面
得到了长足发展。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副
处长李世忠充分肯定了新化县人民医
院等 16 家医院在过去一年里肿瘤与
新生儿工作方面取得的各项成绩， 并
就国家级贫困县县级公立医院临床服
务能力建设项目实施要求与相关工作
进行了安排部署。

活动当天， 与会人员分 4 组到新
化县人民医院肿瘤科与新生儿重症监
护室进行参观。

高铁救人记

新化县人民医院

������本报讯 （记者 张丽 通讯
员 刘胜辉 胡华奇） “以前听
说生病住院后报销要跑好几个
地方 ， 现在一个窗口就解决
了， 省事省心， 确实方便！” 1
月 9 日， 正在娄底市双峰县政
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健康扶贫
“一站式” 结算窗口办理医保
报销的李建深有感触地说。

56 岁的李建为该县石牛乡
人， 一直在深圳务工， 2018 年
9 月， 因带状疱疹性神经痛而
入住深圳市某区医院， 住院 7
天 ， 共 花 费 2800 多 元 钱 。
“在外地住院， 只要出院时拿
着疾病诊断证明书， 然后拿回
县里来报。 听说还有新政策，
县外住院比以往能报得多 ！”

第一次生病住院的李建有点不
敢相信医保报销如此简单。

据悉， 该县于 2018 年 8 月
1 日全面启动健康扶贫 “一站
式” 结算， 还制定了贫困人员
县域内按实际费用 90%、 县域
外按政策范围内费用 80%、 四
类九种大病按实际费用 90%进
行兜底保障的 “一站式” 结算
政策， 是娄底市唯一明确了县
域外兜底政策的县市。 且所有
政策在 “一站式” 系统中直接
补偿到位， 并严格按此政策对
1~7 月费用进行了追补 。 至
2018 年 11 月底， 县贫困人口
县 域 内 实 际 报 销 比 例 达 到
92.7%， 超过省里 85%标准 7.7
个百分点。

主办

爱护健康
用“心”开始

娄底双峰：县域外兜底政策惠民生

������本报讯 （记者 尹慧文 通讯员 王
磊） “您好 ， 这里是湖南省肿瘤医
院， 很高兴与您协作！” 塞拉利昂时
间 1 月 16 日， 在湖南省肿瘤医院远
程会诊中心， 该院病理科主任医师李
俊军等一边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屏幕中
显示的病理切片结果， 一边热情地与
另外一端的塞方同仁交流。 这次特殊
的远程会诊 ， 跨越了 8000 多千米 ，
是塞拉利昂医疗史上的突破， 也是湖
南医疗援非又一项重要成果。 该平台
的开通标志着塞拉利昂患者尤其是肿
瘤患者将有望接受准确的诊断及规范
化治疗。

据湖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胡军介
绍 ， 开通远程病理诊断平台是落实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关于加
强中非公共卫生合作的重要举措。 在
国家卫健委领导下， 湖南省卫健委历
时两年， 统筹各项工作， 由湖南省肿
瘤医院负责落实 ， 平台得以如期开
通。

据了解， 在此之前， 塞拉利昂在
病理诊断、 病理研究和肿瘤相关疾病
资料及数据方面仍是一片空白， 因为

缺少病理 “金标准”， 部分患者没有
办法得到准确的诊断而进行相应的治
疗。 远程病理诊断平台的开通将给塞
拉利昂人民带来更加准确的诊断和规
范的治疗 ， 同时为开启肿瘤早期筛
查， 获得肿瘤发病率等相关数据， 建
立塞拉利昂标准的癌症早期预防策
略 、 癌症早期筛查体系打下坚实基
础。

“协助中塞友好医院建立远程病理
诊断平台， 以达到即使无驻塞中国病
理医师， 也可以通过网络传回制作良
好的病理切片镜下组织图片信息， 开
展远程会诊等业务， 根本上改变中塞
友好医院无病理诊断的格局， 同时获
得相关标本、 数据、 资料进行科研。”
湖南省肿瘤医院院长刘湘国表示， 这
一远程病理诊断平台建立后， 将利用
现代化技术， 连接亚非大陆， 远在非
洲的当地患者不用漂洋过海就能享受
到我国专家 “同质化” 的医疗服务。
将让塞拉利昂等更多西非人民生命在
我国医疗国内专家的帮助下得到救治
重拾健康， 是一条连接亚非的 “黄金
线”。

中国-塞拉利昂远程病理诊断平台开通

跨国远程会诊的“黄金线”

��������针对冬季期
间的一些多发病
症， 永州市中心
医院的党员志愿
者深入社区， 开
展爱心义诊活动，
并宣讲养生保健、
卫生免疫的相关
知识。 图为 1 月
10 日， 党员志愿
者在永州市零陵
区柳子社区为居
民诊疗。

通讯员 徐衍
摄影报道

党员义诊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