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18日讯 郴州桂阳法
院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中，把法庭
“开”进了看守所，节省了人、财、物
支出，提高了审判效率。这是我省
法院系统首家驻看守所审判庭。

法院开审刑事案件，需要由法
警先从看守所把被告人提押到法
院，审理完后，再还押。而一般看守
所位置较偏，押解被告人到法院开
庭不仅往返路途耗时多，影响审判
效率，还有安全隐患。

面对这一问题，今年6月，桂阳
法院启动驻看守所审判庭筹建，在
桂阳县看守所成立了约40平方米、
一次可容纳20多人旁听的审判法
庭。庭内除了配置一般的开庭必需
设备，还有远程监控、高清录音录
像、庭审直播系统等，庭审完毕后，
还能自动刻录光盘附卷。

截至12月中旬，驻看守所审判
庭已开庭审理各类案件156起，当
庭宣判142起。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王球 彭耀华

法庭开进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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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为冶金， 一生育
桃李”。 18日上午， 纪念黄
培云院士诞辰100周年纪念
活动在中南大学举行。在生
平事迹报告会上，黄培云院
士的儿子黄家林、学生以及
粉末冶金专家代表分别发
言，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
追忆了这位“中国粉末冶金
之父”的生平事迹、学术贡
献、科研精神以及淡泊名利
的情怀， 中国工程院古德
生、邱冠周、谢建新等10余
位院士及全国粉末冶金大
型企业、 科研院所的专家
300余人参加。

拒麻省理工，回国执教

粉末冶金是一门制取
金属、非金属和化合物粉末
及其材料的高新技术，能满
足航空、航天、核能、兵器、
电子、电气等高新技术领域
各种特殊环境中使用的特
殊材料的要求。一些发达国
家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
该领域的研究，而在上世纪
5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空
白。面对这一现状，黄培云
毅然放弃在麻省理工学院
（MIT）工作的机会，立志用
行动改变落后的面貌。1952
年， 中南矿冶学院成立，作
为学校主要筹建者之一，时
任武汉大学矿冶系主任的
黄培云从武汉来到长沙。

“创校初期，没有桌椅，
黄培云院士和学生一起制
作；缺少书籍，他与同事合作
编写；没有宿舍就住在教室；
没有稳定的水源，就办了小
型自来水厂……”中南大学
桂卫华院士回忆道：“任何事
情，他都亲力亲为，兢兢业

业，虽然艰难但他说自己从
不后悔回国。”1954年，黄云
培在我国创办了第一个粉
末冶金专业方向———硬质
合金专门化，并创建了第一
个粉末冶金研究所。1988
年，黄培云在该所基础上又
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粉末冶
金国家重点实验室。

潜心研究
理论水平领先国际

作为中国粉末冶金学
科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黄培云创立粉末压型理论
和烧结理论，在合金相图计
算、快速冷凝等诸多领域内
取得重大成果，先后获原国
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和
国家自然科学奖，著有《粉
末冶金原理》 等著作。1994
年，黄培云当选为中国工程
院首批院士，1998年被授予
中国工程院第一批资深院
士，被誉为“中国粉末冶金
之父”。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
黄培云就提出了著名的粉
末冶金烧结过程的综合作
用理论，得到了国内外学者
的广泛承认和验证。而后的
十余年，他研制成功多种用
于核、航天、航空、电子等领
域的粉末冶金材料，得到粉
末冶金界的高度重视和评
价， 为我国第一枚人造卫
星、第一枚洲际导弹、第一
艘核潜艇的研发作出了重
大贡献。他和他的团队共完
成国家重点科研项目300余
项，曾多次获得国家、省部
级科技奖励。

■见习记者 陈舒仪
记者 黄京

“如果不是医联体的绿色
通道，让我及时入院治疗，后果
不堪设想。”患急性心肌梗死在
“鬼门关”走了一遭后，长沙市
望城区居民谭女士坦言， 自己
能15分钟进入手术室治疗，得
益于省人民医院胸痛中心的
“绿色通道”。

这样的“生命绿色通道”，
便是医联体建设的显著成果。
近年来， 我省强化各级医疗机
构联络、联合、联动，探索建立
医疗联合体运行新模式， 促进
优质医疗资源纵向下沉和横向
流动。截至目前，全省共建立各
种形式医联体577个，覆盖全省
1299家医疗机构。

15分钟将心肌梗死患者
送上手术台

45岁的谭女士家住望城，
12月4日上午10点她突发剧烈
胸痛，面色苍白、大汗淋漓，当
场晕倒在地、不省人事。望城区
人民医院急诊医师立即对其进
行心肺复苏、 气管插管及电除
颤等治疗，5分钟后谭女士心跳
恢复， 此时心电图和心肌酶都
提示急性心肌梗死， 不及时手
术可能再次出现生命危险。医
生立即将心电图和心肌酶结果
拍照上传至“湖南省胸痛群”要
求转诊治疗。

当天上午12点多， 谭女士
转诊至湖南省人民医院，此时省
人民医院心内科张宇副主任医
师早已在介入手术室做好准备。

“进手术室到开通血管只
用了15分钟。”12月10日，省人
民医院心内科医师张乐介绍，
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抢救，“湖南
省胸痛群”发挥了重要作用，医
生得知消息后， 立即开启绿色
通道， 医生早已在介入手术室
做好准备， 患者一到达便可开
始手术，“目前患者各项指标基
本正常即将出院。”

省人民医院胸痛中心成立
以来， 实现了区域医疗抢救资
源的有效整合， 在院内外为急
性心肌梗死等急性致命胸痛患
者开通绿色生命通道， 缩短了
救治时间， 救治成功率明显提

升。 对这类病人国家要求从入
院到手术干预时间， 不得超过
90分钟。 而湖南省人民医院平
均76分钟就能完成， 最快的一
例仅12分钟。

省人民医院院长祝益明介
绍，该院2013年成立胸痛中心，
建立24小时连续不间断胸痛专
科。胸痛中心建立区域性网络，
共有基层（网络）医院9家，其中
县级医院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4家， 与长沙市120合作畅通
抢救渠道， 建立微信胸痛中心
交流群3个，人数近1500人。

我省已建立各种形式
医联体577个

湖南医联体的建立， 通过
以基层能力提升为核心， 构建
区域协作、 共建共享的医联体
模式。如长沙市的“医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医联
体模式， 得到国务院第四次大
督查第十二督察组充分肯定 。
2016年该市乡镇卫生院、 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诊疗人次同比增
长10.23%，所辖多个县（市）县
域内就诊率达到95%以上。

此外， 医联体以影响老百
姓健康和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
重大疾病为突破口， 以大型三
级医院优势专科为核心， 综合
同质化培训、远程医疗等手段，
打造省市县专科专病专治联盟
和专业医师服务团队。2016年
以来，先后依托肿瘤科、儿科、
产科、结核病等同质化培训，胸
痛、 卒中两个中心以及代谢内
分泌、 精神病等专科医联体建
设， 初步建立覆盖全省相关疾
病专科联盟与协同救治平台。

谭女士就诊的省人民医院
就是全省胸痛中心建设试点医
院，平均D一to一B时间（从入院
就诊到导管室做急诊介入手术
时间）从220分钟缩短至90分钟
以内，2017年1-10月救治患者
人数较2016年同比增长210%。

我省始终将落实分级诊疗
作为医联体建设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 试点建立重大疾病急慢
分治医疗服务网络， 推动县乡
村一体化医疗共同体发展。

15分钟，医联体开辟高速“生命通道”
577个医联体覆盖1299家医疗机构 各种形式医联体推动县乡村一体化医疗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系列报道

建立各种形式医联体577
个，覆盖全省1299家医疗机构，
湖南省医联体的建设成果确实
显著。

以前在大医院“一号难求”
的专家， 在社区医院也能求诊；
担心基层医院治不好的病，可以
及时转诊到有资质的医院……
记者走访长沙市多家基层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看到， 不少常见
病患者选择这里进行初诊；一
些疾病的后期康复， 患者也选
择到基层医院来。

然而， 也有一些仍制约医
联体发展的因素， 例如用药取
药的问题、医疗保险报销问题，
都应让患者感受到医联体的
“联体连心”。

医疗技术等优质资源下
沉、就医机构灵活联动，要让医
联体建设真正成为缓解百姓看
病难的有效途径， 仍需要卫计
部门、人社部门、财政部门等多
方联动， 才能建立起更全面的
体制与机制。

■记者 李琪

记者手记 让医联体“联体连心”

中国首颗卫星首枚洲际导弹都有他的贡献
中南大学纪念“中国粉末冶金之父”黄培云院士诞辰百周年

本报12月18日讯今天，湖南省
慈善总会湘民慈善超市在长沙富基
世纪城正式开业， 当场对社区困难
群众代表举行了捐助活动。目前，全
省各地已建立各类慈善超市近1000
家， 今后将逐步在各县市区所辖乡
镇或街道、村或社区建立慈善超市。

慈善超市是一项惠民工程，是
以社会公众自愿无偿捐助为基础，
汇集社会各项捐助， 借助超级市场
管理和运营模式， 为困难群众提供
物质帮扶和志愿服务。“湘民慈善超
市” 富基店是由省慈善总会批准成
立的、 联合爱心企业一起开办的连
锁经营的示范店。 ■记者 杨昱

千家慈善超市进社区

12月18日上午，长沙市后湖湖畔，一些市民从外面参观脚手架艺术馆。这
个脚手架艺术馆是由一个废弃多年的农贸市场改造而成。 后湖国际艺术园计
划明年开园，将成为湖湘文化的集中展示区域。 记者 田超 摄

废弃农贸市场
变身艺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