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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健康
用“心”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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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内就诊率达 90.6%
������本报讯 （通讯员 朱忠达）
5 月 13 日， 笔者从郴州市汝城
县卫生健康局了解到， 为加强
县域内医疗卫生服务， 让基层
群众享受医改红利， 该县全面
启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积极
探索切合实际的 “医共体” 建
设思路。 在改革过程中， 该县
坚持以县人民医院、 县中医医
院为龙头， 构建县、 乡、 村三
级诊疗体系， 采取五大措施推
进 “医共体” 建设。

上下贯通， 打造资源“医
共体” 该县稳步推进 “双下
沉、 两提升” （即推进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 、 医学人才下沉 ；
提升县域内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提升就医满意度） 工作， 大力
建设县域医疗联合体和资源共
享中心、 人才交流中心， 有力
促进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
资源的合理利用。 一方面县人
民医院、 县中医医院与 20 所省

市级医院建立多种形式 “医联
体”、 37 个专科联盟， 基本覆盖
到各医院各科室。 另一方面是
采取 “走出去， 请进来” 方式
引进卫生人才 ， 自 2013 年以
来， 全县共引进各类卫生人才
440 余名 ， 进一步充实了卫生
人才队伍。

分级诊疗， 构建责任“医
共体” 汝城县整合县、 乡、 村
三级医疗卫生服务资源， 做到
“三个明确 ”， 明确功能定位 ，
明确分工职责， 明确各级医院
收治病种和上下转诊病种， 引
导病人根据病情在不同的医疗
机构内有序就诊， 形成 “医共
体” 内分级诊疗的健康服务链。

技术帮扶， 建立发展“医
共体” 为提升基层医院的服务
能力， 2017 年， 该县两家县级
医院与乡镇卫生院建立 “医共
体”， 实现 “医共体” 内各级医
疗机构的有机联动， 资源共享，

协同发展。 目前， 县人民医院、
县中医医院 “医共体” 共辖 14
个乡镇卫生院、 7 个分院， 参合
人口 35.5 万人， 参合比例达到
95.7%。 2018 年建立 “医共体”
后各项主要指标平稳趋好。

健康管理， 形成服务“医
共体” 该县 “医共体” 整合了
健康管理职能， 形成了从健康
教育、 疾病预防 （治未病） 早
期干预、 慢病管理到医疗、 康
复 、 养老的服务链 ， 实现从
“以疾病为中心” 到 “以健康为
中心” 的转变。

自实施 “医共体 ” 以来 ，
汝城县病人上下转顺畅， 病人
外出就诊量减少， 医疗负担有
所减轻， 家庭医生签约率稳步
增长， 基本实现 “小病在基层、
大病留县城、 疑难重症转市省、
康复治疗回基层” 的良好局面。
其中， 2018 年群众在县域内就
诊率达到 90.6%。

郴州市汝城县：

������本报讯 （通讯员 黎德华
唐洁） 4 月 17 日， 娄底市荣
华乡孟女士遭歹徒持刀刺入左
胸， 伤势严重， 急送至新化县
人民医院时已休克， 该院九病
室医护人员迅速对伤者展开抢
救。

该院九病室副主任郭海光
及管床医生陈腾结合 CT 检查
结果， 诊断伤者为 “左侧胸壁
锐器伤”。 考虑到伤者为年轻
女性， 为了保留其乳腺组织，
特地制定了不采用原创口作为
探查口， 而是避开乳腺组织，

沿乳房内下象限做弧形探查切
口的方案。 征得家属同意后，
在该院麻醉科的密切配合下，
郭海光、 陈腾、 黎孝晶等医生
为伤者进行了历时近 4 个小时
的手术 ， 引流出了胸腔内约
2000 毫升积血及凝血块 ， 将
所有伤口进行了修补。 在医护
人员的精心治疗与细致护理
下， 伤者恢复迅速， 术后第五
天便能下床行走。 目前， 孟女
士身体、 精神状况良好， 很快
就能出院。

新化县人民医院一直以来
坚持 “以病人为中心” 的服务
理念， 急病人之所急， 想病人
之所想， 设计科学合理的医疗
流程 ， 制定人性化的诊疗环
节， 为病人提供全程优质、 高
效、 安全的医疗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昱文 邱
琳琳） 日前 ， 长沙市中医医院
（长沙市第八医院） 胃肠乳甲外
科成功为一位尿毒症患者行甲状
旁腺全切术+前臂自体移植术。
这一手术的成功开展， 填补了该
院在慢性肾脏病-矿物质及骨代
谢异常方面手术治疗的空白。

3 年前， 56 岁的李先生在该
院肾病科诊断为尿毒症后， 遂于
该院行血液透析至今。 随着透龄
的增长， 他的甲状旁腺激素高出
正常上限值 20 余倍， 严重影响
生活质量 。 根据患者的实际情
况， 该院专家团队决定实施甲状
旁腺全切除+前臂自体移植术。 4
月 17 日， 通过 4 个多小时的努
力， 顺利完成手术， 完整切除患
者四颗增生的甲状旁腺， 并取其
中一颗甲状旁腺的一部分按四等
份种植于患者左侧前臂中， 术中
患者生命体征平稳。

��������5 月 12 日， 长沙市雨花区
雨花亭街道与“寸草心” 社会
服务中心承办“关爱生命·呵护
健康” 2019 年心理月活动， 邀
请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天使
之蓝” 男护小组来到辖区枫树
山东南海小学， 手把手教导小
学生心肺复苏等急救方法， 让
小学生从小学会急救知识。

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龚虎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郭辉） 5 月 8 日， 郴州
市嘉禾县人民医院新生儿科收到一位家长送
来的锦旗， 真心感谢该科医护人员奋力抢救
与精心治疗他们的女儿。

4 月 23 日， 此家长的女婴经手术 “出
生”， 无哭声， 肤色发紫， 观察到婴儿无呼
吸等， 医生立即进行复苏抢救， 逐渐出现呼
吸后转入新生儿科， 经称量婴儿只有 1.9 千
克， 属于早产低体重儿， 且病情重， 摆在医
护人员面前有 6 道治疗难关： 呼吸关、 喂养
关、 感染关、 出血关、 体温关、 黄疸关， 任
何一关出现问题都随时会给这个弱小的生命
带来严重的后果。 科室医护人员因此组成抢
救小组， 迅速制定较佳的治疗方案， 在医护
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下， 患儿病情一天天好
转， 不久顺利出院。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常松） 近日， 衡阳常
宁市计生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形式多样的 “关
爱贫困母亲， 温暖计生家庭” 宣传服务活动。

该市在每个乡镇 （街道） 确定 10 户计
生家庭的贫困母亲作为慰问对象， 在 “母亲
节” 前后开展慰问； 结合常宁市 “国际护士
节” 表彰活动， 重点慰问困难计生家庭、 工
作成绩突出的 10 位女医务人员。

教小学生心肺复苏急救法

新化县人民医院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樑 王单） 举办 《弟
子规》 《三字经》 等国学诵读大赛、 读书分
享小组开展活动、 举办以案释法法律知识讲
座……长沙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内书香
弥漫。 今年来， 长沙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
所协同湖南省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功建
立戒毒所图书室， 在引导戒毒人员与书为伴
的同时,也让他们有了重塑精神的 “家”。

据悉， 长沙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创
新戒毒模式， 联合湖南省大同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驻所社工建立戒毒所图书室， 每月定期
开展读书分享会， 作为硬性指标纳入学员日
常考核， 定期通报督促。 还计划以 “国际禁
毒日” 等节庆日为切入点， 广泛开展禁毒拒
毒等主题阅读教育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湘兵） “一上午开了
8 个会， 尽管累点， 但是比往年跑 8 个来回，
耽误 8 天时间， 效果好多了。” 5 月 11 日，
邵阳市邵东县卫健局党委召开 2019 年全县卫
生健康工作会议， 因为 “八会合一” 高效，
精简 “会海” 树新风受到参会人员好评。

邵东县卫健局党委从本次全县卫生健康
工作大会开始， 带头精简会议， 让基层卫生
院的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到医院管理、 业务
提升和解决具体问题中去， 决定把近段局
党委需要传达贯彻各级各类会议精神、 部
署全年工作任务、 表彰奖励的会议整合， 由
党委统筹安排 。 于是 ， 将该县卫健系统
2019 年的健康扶贫、 医政医管和安全生产、
宣传思想、 党风廉政行风建设、 党建、 计划
生育、 卫生健康工作以及 “5·12” 国际护士
节庆祝表彰、 全县医疗技能竞赛颁奖 8 个大
会合并召开。 每一名分管领导做好充分准
备， 报告限时， 不讲套话废话， 只分配具体
工作任务和采取落实的措施。

“天使之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