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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 小康

������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
居民蒋先生， 因左上前牙区松动疼
痛来县人民医院就诊， 经查其左侧
22 唇侧牙龈探出血， 22 牙周膜增
宽， 唇侧牙槽嵴顶至根面区有骨缺
损。 蒋先生这种情况以前县人民医
院很难处理， 但是通过远程视频会
诊系统， 在中南大学湘雅口腔医院
专家的指导下， 县人民医院的医生
为其行常规根管治疗、 牙周基础治
疗， 唇面牙周翻瓣填入骨粉， 蒋先
生的口腔疾病得到满意的治疗。 1 月
13 日， 蒋先生开心地说： “瑶山百
姓再也不用为了牙痛跑大医院了。”

2017 年 7 月， 湘雅口腔医院与
江华县人民医院签署重点对口支援
协议， 对口腔学科建设进行全面技
术指导、 搭建远程会诊平台、 口腔
疑难杂症可预约会诊。 此后， 湘雅

口腔医院每月选派专家团队前来帮
扶， 江华县人民医院口腔科业务水
平得到快速提升， 目前科室年诊疗
突破万人次， 可开展口腔种植、 低
位阻生牙拔除、 牙周手术等。

口腔学科建设水平大幅提升是
江华县人民医院快速发展的一个缩
影。 2019 年江华县域内住院就诊率
达 92%， 较 2016 年提升 12%； 县外
医 保 基 金 报 账 支 出 占 总 支 出 的
22.8%， 较 2016 年下降 5%； 乡、 村
两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 85.4
万人次、 占比 64.62%， 较 2016 年增
加 8.9%……这一连串数据表明， 江
华县域医疗健康服务能力大幅度增
强， 实现了群众 “小病不出乡、 大病
不出县” 目标，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中南大学对口帮扶所做出的努力。

2013 年起， 中南大学对江华县

开展对口健康扶贫工作， 打造江华
县域基层服务体系建设升级版 。
2017 年以来 ， 在中南大学的支持
下， 江华县累计投入资金 9500 万元
用于全县 17 所乡镇卫生院、 304 所
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 实现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全覆盖， 并
为 43 所村卫生室空白点配备合格
乡村医生 ， 消除村卫生室 “空白
村”。

为全面提升江华县域医疗服务
能力， 近六年来， 中南大学先后派
出 26 批 76 名医学专家驻江华进行
业务帮扶指导 ， 涵盖 21 个临床 、
管理学科， 每批次驻点 6 个月， 充
分发挥传帮带作用。 县人民医院重
症医学、 口腔医学、 介入医学现已
发展成永州南部地区首屈一指的特
色医疗中心， 大批新技术、 新项目

上马， 填补了江华医疗领域诸多空
白， 开创了江华多个 “首例”。

2019 年 11 月， 江华县大圩镇
中心卫生院年轻女医生小兰突患重
症肺炎， 湘雅三医院重症医学科急
救团队赶赴江华 ， 为小兰装上了
“魔肺 ” （体外膜肺氧合技术 ） ，
将小兰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
然而她依旧要面对重症肺炎和重度
凝血功能紊乱的威胁， 通过双向转
诊， 在湘雅三医院多学科联合经过
55 个日夜救治下 ， 小兰终于在新
年来临之际康复出院了， 创造了生
命奇迹， 谱写出健康扶贫路上的又
一成功篇章。

中南大学健康扶贫造福瑶山乡亲

������本报讯 （通讯员 曹燕娜） 1 月 14
日， 中塞友好医院的门诊大厅像往常一
样人来人往。 穆罕迈德带着满心的感激
和喜悦再次来到中塞友好医院中医科诊
室， 给中国 （湖南） 第 21 批援塞拉利
昂的中医科医生周伟送上感谢信和新年
的祝福: “Toby 医生 （周伟医生的英文
名）， 首先我要祝福你新年快乐， 工作
顺利。 此时此刻我不知道该如何向你表
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 要不是因为你，
我可能无法实现我的新年愿望， 现在还
可能正遭受病痛的折磨……”

65 岁的穆罕迈德在当地经商多年，
20 多年前在一场车祸中摔伤， 造成了腰
背部的严重损伤。 手术虽挽救了生命，
但自从那场车祸之后， 腰背部疼痛就一
直折磨着他， 严重时他每天都不能伸直
腰背， 甚至上下床都需要家人帮忙。 不
堪忍受的他四处求医， 但效果都不理想。
他的一位朋友告诉他中塞友好医院有中
国医师会针灸， 而且针灸可以治疗一些
疼痛。

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来到了中塞
友好医院的中医诊室， 找到了周伟医生。
时至年底， 周伟医生与他交谈时随口问
起他的新年愿望， 穆罕迈德沉思片刻，
说： “No Pain” （无痛）。 听到这简单的
回答之后， 周伟医生用一个月的精心针
灸治疗， 让穆罕迈德的疼痛得到明显控
制。 现在， 他几乎可以不用吃止痛药了。

塞拉利昂患者实现新年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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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慧文 通讯员 周科际 王轩

������ 1 月 15 日，
常德市临澧县中
医医院领导率医
务人员无偿献血，
当日， 全院 80 人
献血 25900 毫升。
新年之际， 他们
以实际行动诠释
白衣天使敬佑生
命、 救死扶伤的
大爱精神。

通讯员 王明义
黄卫君 摄影报道

启 事
�������春节期间， 本报 1 月 16
日、 21 日合刊， 1 月 23 日、
28 日、 30 日休刊， 2 月 4 日恢
复出报。 祝广大读者新春健康
快乐， 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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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无偿献血 彰显医者大爱

������本报讯 （张磊） 1 月 13 日，
2020 年全国职业健康工作会议在
京召开。 会议明确， 2020 年职业
健康工作的总体思路是， 以落实
《职业病防治规划 （2016~2020
年）》、 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和职
业健康保护行动为主线， 坚持改
革创新， 强化政府领导、 部门监
管和企业主体责任， 建立健全职
业病防治体系， 推进各项政策措
施落地见效， 切实保护劳动者职
业健康权益。

会议指出， 健全完善职业健康
制度体系， 全面提升职业健康治理
能力和治理水平， 是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
容。 职业病防治工作存在的深层次

体制机制问题需要加强综合治理、
系统治理， 提高工作的整体性和协
同性。 要构建 “党委政府统一领
导， 有关部门依法监管、 行业组织
严格自律、 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社
会各方监督支持” 的联防联控工作
体系， 坚持联防联控； 贯彻落实
“防、 治、 管、 教、 建” 5 字策略，
坚持综合防控； 综合运用流行病
学、 工程学、 行为学、 系统论等理
论和方法指导防控措施的落实， 坚
持系统推进。

会议强调， 要充分发挥考核
评价的 “指挥棒” 作用。 一是以
考核推动攻坚行动见实效。 二是
以考核推动监测摸底见实效。 三
是以考核推动职业健康保护行动

见实效。 根据目标任务细化考核
方案， 扎实推进职业健康保护行
动， 确保工作年年有进展。

会议要求， 以强化能力建设
促落实， 以强化执法促落实， 以
强化党的建设和作风建设促落实。
研究制定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体
系建设规范性文件， 尽快完善国
家、 省、 市、 县四级支撑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