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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何丽英 ）
“李奶奶， 近来身体怎么样？ 告
诉您一个好消息， 我院冬病夏治
免费三伏贴 7 月 16 日开贴啦 ，
记得来贴哦！” “好的， 谢谢你
们关心！ 到时候我和老头子一起
去。” 这是 7 月 15 日， 永州市新
田县中医医院康复科医务人员在
进行电话回访。

据悉 ， 新田县中医医院自

2012 年首次开展冬病夏治三伏贴
以来， 每年都免费给市民贴敷，
今年已是第九年了。 每年三伏天
来临前， 该院会通过在医院微信
公众平台发布信息、 摆放宣传展
板、 发放宣传单等多种形式向市
民进行免费贴敷宣传。

7月 16日头伏这天， 新田县中
医医院门诊大厅三伏贴咨询接待处，
医务人员分工协作， 扫健康码、 登
记、 拿号、 咨询、 发放宣传单、 健
康宣教等各项工作井然有序。

“冬病夏治免费三伏贴是我
院的惠民措施之一， 来医院贴敷
的市民一年比一年多， 一些青壮

年男性也逐渐加入了贴敷的行
列。 三伏贴突显了中医药的特色
优势， 也营造了 ‘信中医、 用中
医、 爱中医’ 的浓厚社会氛围，
更重要的是三伏贴可以为民众的
身体健康赋能。” 贴敷现场 ， 该
院一位活动负责人表示。

“中医医院这个三伏贴活动
搞得好， 让咱老百姓真正得到实
惠 ， 我们全家几乎每年都会来
贴。 现在， 我和老伴的身体越来
越棒了！” 休息等候区， 前来贴
敷的市民人人戴着口罩， 保持着
安全距离， 相互拉着家常， 交流
养生保健经验。

�������本报讯 （通讯员 刘让定 向纯 陈
建） 7 月 15 日，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
院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
院联合办学签约仪式在湘西职院举行。
这标志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
中医院开启与高等职业院校共同开展
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新征程， 为促进
该院创新发展， 提高群众健康水平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签约仪式上，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副州长吴凌频出席并给合作双方
授牌。 湘西卫健委主任邓建英、 湘西
民族职院领导班子成员、 湘西自治州
民族中医院领导班子成员及双方相关
职能科室人员参加签约仪式。

近年来， 该院在州委州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 抢抓国家重视中医药民族
医药发展的机遇， 实现了快速发展， 突
显了特色优势。 创建了 3 个国家级重点
专科， 7 个省级重点专科， 在全院推广
应用了 77 项中医民族医特色诊疗技术。
在国家层面发布了 43 项民族医药标准，
争取了民族医药发展的话语权， 改善了
办院条件。 今年 5 月 20 日， 近 4 万平
方米的住院综合楼投入使用， 较大地
改善了医院的办院和教学条件。

据悉 ，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
是省人民政府批准、 州人民政府主办、
省教育厅主管的全州唯一一所全日制
高等职业院校。 近年来发展迅速， 优
越的办学条件、 雄厚的师资力量、 鲜
明的办学特色， 为湘西职业教育发展
开辟了新模式、 注入了新活力。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
院党委书记彭云指出， 这次医院与湘
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办学， 开设
健康管理专业， 是全州创新健康管理
专业人才培养的一次有力尝试。 在今
后的工作中， 将以合作开办健康管理
专业为契机， 立足医院中药民族医药
学科优势、 特色人才队伍优势、 医疗
品牌技术优势， 将湘西职院作为医院
的科研教学基地 ， 在科研人才队伍 、
学术师资力量、 教学硬件设施等方面
实现资源共享。 双方深入合作， 相互
促进、 共同发展， 打造更加广阔的发
展平台， 为提高群众的健康水平、 健
康湘西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 “我患结肠癌做了 8 次化
疗， 花费近 10 万元， 进院时一
分钱没交， 出院时也只出几千
元钱， 如果不是政策好， 我的
病早把家人拖垮了 。” 7 月 15
日， 常德市石门县皂市镇天鹅
山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李育化谈
起自己患病治疗的事感慨万千。

过去， 石门属典型的山区
贫困县 ， 医疗卫生条件落后 ，
“一人重病 、 全家致贫 ” 的现
象较为普遍。 自脱贫攻坚战打
响以来， 该县大力开展健康扶
贫 ， 先后出台了 16 份健康扶
贫政策文件， 并制定了具体的
健康扶贫工作路线图， 保障贫
困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做到
让每个人都 “看得上病、 看得

起病 、 看得好病 ”， 并且少生
病 ， 为贫困群众撑起了健康
“保护伞”。

为整合全县医疗资源， 该
县以县人民医院和中医医院为
龙头 ， 成立了两大医疗集团 ，
通过对乡镇医院的针对性帮扶，
有效实现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和医疗质量同质化管理， 满足
了贫困群众多样化的医疗需求。
县里每年还组织各类业务技能
培训 40 多次 ， 参训者达 3000
余人。 同时， 该县还与全国多
家知名医院开展远程协作， 严
格落实医疗保障体系， 增强了
全县治疗大病重病的能力， 进
一步提高了全县整体医疗服务
水平。 2019 年， 石门县大病救

治率达到 94.5%， 重病救治率
达 83.58%， 其中大部分患者治
愈后， 在政府的帮扶下实现了
脱贫致富。

据了解， 该县近年来共投
入资金 8.13 亿元， 完善了 100
余家医疗机构建设， 改扩建面
积达 17 万平方米。 县人民医院
北扩、 县妇幼保健院整体搬迁、
县精神康复医院等重点建设项
目以及 80 家贫困村卫生室相继
投入使用， 达到了 “县有综合
大医院、 乡有标准卫生院、 村
有医疗卫生室” 的目标。 2019
年， 县域内就诊率达 93%， 基
本实现了 “小病不出村、 一般
病不出乡镇、 大病不出县”。

本报通讯员 彭春华 陈硕

��� 本报讯 (通讯员 喻玲玲 ) 为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颁布实施
3 周年， 进一步弘扬中医药文化， 促进
中医药卫生事业发展， 7 月 14 日， 娄
底冷水江市中医医院在市卫健局的统
一组织下来到冷水江市滨江公园开展
《中医药法》 实施 3 周年义诊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摆放 《中医药
法》 及各类中医药知识宣传展板， 向过
往的市民宣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
法》， 发放资料。 在冷水江市中医医院
义诊区， 还为市民提供针灸理疗、 中医
问诊、 健康养生、 体质辨识等中医药特
色诊疗服务。

��������7 月 15 日， 长沙县长龙街道
联合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长沙
市中医医院 （长沙市第八医院） 开
展公民健康素养宣传暨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志愿者义诊活动。 在现场，
医务人员对妇产科、 儿科、 眼科等
常见病的治疗、 保健知识进行义诊
与宣传。 图为活动现场。

通讯员 文巧 摄影报道

志愿义诊进社区

撑起健康“保护伞”

������本报讯 （通讯员 朱忠达 黄
矿平 王雅琴） “搭帮党的好政
策， 帮我报销了几十万元医药
费。” 7 月 13 日， 家住郴州市汝
城县土桥镇青龙村尿毒症患者
李玲华笑着对汝城县医保中心
的工作人员说。

35 岁的李玲华随丈夫到广
东佛山务工， 在一次体检中被诊
断为慢性肾衰竭、 肾功能不全。

于是就近到了佛山市一家医院接
受治疗， 但住院报销不足 30%。

2017 年， 医保出台了新政
策， 对属于 “4 类 9 病” 的精准
扶贫尿毒症患者， 除在原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账比例的
基础上再提高 10%， 在县域内
定点医疗机构住院， 享受 “先
诊疗后付费” 服务， 并 “一站
式” 即时结算， 综合报销比例

可达 90%以上。 2018 年， 李玲
华的医疗费用综合报销比例达
到了 95%。 从发病至今， 李玲
华总医疗费用 45 万余元， 总报
销金额 38.9 万元。

今 年 以 来 ， 汝 城 已 有
124 位 患 有 终 末 期 肾 病 的 精
准贫困户住院报销 ， 总医疗
费用 463.9 万元 ， 总报销金额
433.1 万元。

汝城尿毒症患者的医保福利

常德市石门县为贫困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