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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近日， 长沙市
芙蓉区卫生健康局与湖南省人民医院双方
签订协议， 共同启动共建紧密型 “医联
体” 协议项目， 将利用湖南省人民医院品
牌资源优势， 搭建芙蓉区卫生健康局下属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湖南省人民医院之
间的平台， 规范芙蓉区 “医联体” 建设，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水平。

记者了解到， 湖南省人民医院将设立
转检、 转诊服务电话， 为该区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开通疑难危急重症患者、 确有住
院指征的患者住院上转绿色转诊通道； 术
后恢复期患者将由省人民医院下转至该区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连续或康复治
疗， 并提供相应技术指导。 省人民医院通
过学术巡讲、 义诊、 定期坐诊、 科室共建
等方式， 对该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
技术指导， 并分期选派临床经验丰富、 沟
通能力强的专家进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通过门诊坐诊、 住院查房、 病例讨论、 手
术演示、 学术讲座等方式提高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医务人员的技术能力与水平。 同
时， 湖南省人民医院还将建立人才培养机
制、 远程会诊中心、 家庭医生签约专家团
队帮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此外， 湖南省人民医院还将每天为该
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留部分专家号，
方便签订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居民的健康
需求， 并提供高血压、 糖尿病专病门诊服
务， 开放药品采购窗口， 对该区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重点人群开展健康管理， 提供
基本药物范围外的常用或特殊用药， 提升
居民满意度、 获得感及良好体验感。

������本报讯 （通讯员 魏小青 罗邵陵） 9
月 26 日， 邵阳邵东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主办的 “庆国庆” 文艺演出举
行。 邵东市卫健局党委书记、 局长刘军，
副局长周娴艳应邀观看了晚会。 该中心干
部职工 153 人参加演出。

在绚烂的镁光灯下， 数支热情洋溢的
大合唱 《团结就是力量》、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我爱你中国》 获得了
现场雷鸣般的掌声。 整个演出活动形式多
样， 精彩纷呈， 有声情并茂的诗歌朗诵，
有充满青春活力的健身操和广场舞， 有生
动有趣的相声， 有热情奔放的独唱等 17
个节目， 演员们用优美的舞姿、 甜美的歌
声、 真情投入的表演， 获得台下观众的阵
阵掌声和笑声。

经过角逐， 该中心保健科的手语合唱
《感恩的信》 获一等奖。 门诊注射室的合唱
《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产科住院
部的舞蹈 《医护礼仪和你一样》， 王哲、 刘
新宇演绎的小品 《快乐的妇幼人》 获二等
奖。 门诊注射室的健身操 《白金十分钟》、
康复中心的合唱 《我们走在大路上》、 岳亚
群演绎的民族舞 《想西藏》 获三等奖。

据该中心书记、 主任介绍， 举办此次
文艺晚会活动， 旨在凝聚人心， 团结力
量， 强化服务理念、 提高医技水平， 努力
将邵东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建设
成全市较好的妇幼保健机构， 为邵东妇女
儿童提供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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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何丽英） 为
进一步提高医务人员进修学习的
积极性， 展示学习成效， 分享交
流经验， 达到 “一人进修， 多人
受益” 的目的， 前日， 永州市新
田县中医医院科教科组织了外出
进修人员学习心得交流会， 医院
领导、 各职能部门科主任、 全院
不当班医师及相关科室护士长参
加， 会议由该院党总支副书记、
副院长柏振红主持。

此次共有 11 名外出进修人员

返回医院， 他们分别在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湖
南省人民医院、 湖南中医药大学附
二医院、 广东省第二中医医院等省
内外三甲医院进修学习了 3～6个月。

交流会上， 进修人员分别从
所进修医院的先进管理理念、 先
进诊疗技术、 诊疗特色优势、 学
术氛围等方面， 结合自己的亲身
感受， 进行了精彩汇报与分享交
流， 同时对科室未来的建设发展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及思考。

医院党总支书记、 院长蒋恒
波在总结时强调， 全院干部职工要
对标医疗行业发展要求， 审视自己
的不足， 用心去思考， 找差距， 补
“短板”， 定位成长； 外出进修人员

切实把进修所学的精湛医技充分运
用到实际工作中， 并积极带动所在
科室员工认真学习， 促进团队整体
水平提升； 学会感恩， 感恩老师和
领导的教育培养， 感恩同事和朋友
的支持帮助， 感恩病人和家属的信
任理解， 以较真的态度对待学术，
对待医疗， 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加优
质的服务。

据悉， 为适应医院快速高质
量发展需要， 加强医务人员队伍
建设和人才培养， 新田县中医医
院每年都会选派大批医务骨干到
三甲医院进修学习， 开阔员工眼
界， 了解和掌握相关学科的前沿
知识和信息， 促进和带动医院医
疗技术水平的整体提高。

��������近日， 衡阳市祁东县第三人民医院
组织本院党员志愿者服务队， 深入集市、
乡村、 工业园， 为群众义诊送药， 宣讲
秋季防疫常识。 图为该院副主任医师、
党支部书记周雪宝(左)为衡祁村留守妇
女免费体检。 通讯员 何晓晓 摄影报道

党员志愿者为群众义诊

������本报讯 （通讯员王明义 刘红
梅） 10 月 9 日， 家住常德市临澧
县刻木山乡岩龙村 72 岁的老农
吴先树高兴地说： “我患直肠癌
后， 家人都劝我到省肿瘤医院治
疗。 幸好县中医院启用了肿瘤专
科。 在村医的陪同下， 医院请湖
南省肿瘤研究所教授曾普华博士
为我诊治， 手术很成功， 真没想
到足不出县可享受 ‘三级’ 医院
的优质服务。”

今年来， 临澧中医医院聘请
了多位省级名中医作为医院发展
的学科顾问， 并为每个临床学科
聘请一名首席专家。

“我们聘请专家的主要目的不
是让他们出诊 ， 而是为了带队
伍、 建学科， 依靠专家的力量培
养出一支高水平人才队伍， 建设

一批高水准的临床科室。” 医院
党委书记乔玉山说。

院长李小平说： “专家在临
床上服务的患者是有限的， 但通
过专家力量， 建强人才队伍， 建
设重点专科， 提升医院整体服务
水平， 才能更好地服务患者。”

在这一创新理念的指导下，
临澧中医医院承载了更多功能。 省
里专家不仅出诊， 还要参与到医院
重点专科建设、 科研课题申报以及
人才培养等多项工作中。 医院为每
名专家配一名学术经验继承人， 通
过师承方式将他们的临床经验传授
给业务骨干， 不断提高业务骨干的
诊疗能力。 与此同时， 专家们还经
常深入到临床各科室， 开展业务查
房和疑难病例讨论等， 定期在医院
开展学术讲座， 提高医生的科学素

养和科研能力， 为医院培养一批学
术型临床专家。

目前， 临澧中医医院已经引
进了 12 名学科带头人。 他们带
领科室实现医 、 教 、 研同步发
展， 成为医院人才队伍建设的中
坚力量和重点专科建设的强大技
术支撑。 强强联合推动医院 “升
级” 临澧中医医院先后与湘雅医
学院、 省中医药研究院、 省肿瘤
医院、 省人民医院等三甲医院签
署合作协议， 正式确定为定点教
学医院 。 强强联合为医院 2020
年创建全国 500 家县级三级医院
夯实了坚强的基础。 目前、 临澧
中医医院的医疗、 教学、 科研工
作纳入 “三级” 一体化管理， 推
进名医 、 名科和名院 “三名工
程”。

������本报讯 （通讯员 徐蕾） 9 月
28 日， 长沙市岳麓区健康促进委
员会联合岳麓区卫健局、 岳麓街
道办事处 、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岳麓街道靳江社区、 岳麓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以 “共
庆祖国华诞 全民健康生活 ———
“三减三健 ” 2019 年健康中国
（湖南岳麓） 行” 为主题的全民
健康生活方式月宣传活动。

活动在舞台剧 《红色娘子
军 》 和 《歌唱祖国 》 大合唱完
美融合的表演中拉开序幕 。 岳
麓区卫健局党组成员彭上红表
示 ， 健康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
恒 主 题 ， 全 民 健 康 生 活 方 式
“三减三健” 行动利在全民、 重
在行动 ， 是一项长期的健康工
程 ， 也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
重要举措。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 亮点纷
呈， 岳麓街道靳江社区居民文艺
团为大家带来了 《十谢共产党》、
《美 丽 中 国 》 、 《祝 福 中 国 》 、
《浏阳河》、 《不忘初心》、 《再

唱山歌给党听 》 等节目 ， 穿插
《健康四大基石科普小视频》 和
健康知识有奖抢答更是几度将活
动推向高潮。 活动为前来咨询群
众免费提供测量血压、 血糖、 体
重、 腰围等服务， 抽血监测血吸
虫 300 余人， 并向群众宣传健康
生活方式和健康行为习惯。

近年来， 岳麓区委、 区政府
大力支持、 鼓励社区 （村） 组建
健康文体社团， 广泛开展适合老
年人身心健康的文化活动， 满足
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生活需
求， 持续普及健康生活方式， 促
进全民健康。

为每个临床学科聘请首席专家
临澧中医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