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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市州连

健康新田
中医先行

主办新田县中医医院
������本报讯 (通讯员 朱双扬 ) 4 月 15
日至 21 日是第 27 个全国肿瘤防治宣
传周， 今年宣传周主题是 “健康中国
健康家———关爱生命科学防癌”。 为推
动落实健康中国癌症防治专项行动 ，
提高全社会癌症防控意识， 营造全民
防癌抗癌的良好氛围， 4 月 15 日， 长
沙市芙蓉区疾控中心联合马坡岭 、 文
艺路、 东岸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
办肿瘤防治宣传周巡讲进社区系列宣
传活动。

本次巡讲， 邀请湖南省肿瘤医院
副主任医师孙英男以 “一次胃肠镜 ，
让你与死神擦肩而过 ” 为主题， 重点
围绕胃肠疾病的预防、 早筛、 诊治等
进行讲解， 倡导积极预防癌症， 提高
防癌抗癌意识。

����� “请老师看一下心电图， 患者胸痛
不适 2 小时， 无恶心呕吐。” “急性心
肌梗塞， 前间壁、 高侧壁病变 ， 在安
全前提下赶紧转诊 !” 4 月 11 日下午 6
时 14 分， 在 “江华胸痛中心一群” 微
信交流群里， 永州市江华县大锡乡卫
生院院长岑福江将值班时接诊的一位
突发胸痛中年女性患者情况进行描述，
该县人民医院医生董国雄根据群里的
心电图照片和医生描述， 迅速对患者
情况做出判断。

大锡乡位于偏远瑶山， 距离县城
沱江 112 公里， 救护车一路疾驰 ， 当
晚 20 时 25 分 ， 大锡乡卫生院将患者
转诊至江华县人民医院， 江华县人民
医院副院长伍光晗立即为患者开通胸
痛绿色通道， 并进行相关治疗， 患者
转危为安， 现病情平稳。

近年来， 江华县深入推进 “互联
网+医疗健康” 服务新模式， 将县级医院
和乡镇卫生院的临床和医技科室技术人
员纳入急救网， 院内急诊科、 ICU、 心
内科、 胸外科等相关科室的专家常驻微
信群， 随时提供业务咨询和帮助， 为偏
远地区急症患者的救治赢得宝贵时间。

通讯员 盘珂 赵云

�������近日， 郴州资兴市第一人民医院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党员结对
共建义诊·我为群众办实事” 主题活
动， 组建共产党员义诊便民服务队走
进大全路社区， 为市民送医、 送药、
送知识、 送健康。

通讯员 黄桂山 罗珍珍 摄影报道

党员结对共建
义诊·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 (通讯员 李进) 4 月
15 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
族中医院党委书记彭云与院长谭
晓文、 副院长周明高来到医院药
剂科， 对制剂室改造升级现场进
行调研。 医院抢抓国家重视中医
药民族医药发展的机遇， 突出民
族医药资源优势， 积极开展院内

制剂研发工作。
在此次调研中， 医院领导详

细了解制剂室净化车间改造、 设
施设备升级、 6S 管理系统的基本
情况， 并现场查看了提取车间，
以及一、 二、 三楼生产车间、 质
检室等部门改造升级的完善情况。

彭云表示， 希望制剂室以改

造升级为契机， 加大中药民族医
药制剂研发力度， 严抓安全生产
管理， 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制剂
能力， 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和
制剂操作规程， 确保生产出高质
量的院内制剂， 为四省边区人民
群众提供更多质量稳定、 疗效确
切、 特色显著的中药制剂。

������本报讯 (通讯员 何丽英 ) 4
月 12 日， 永州市新田县中医医
院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暨
“学史明理” 专题研讨会， 医院
党委书记刘波祥作动员讲话， 强

调要在全院迅速兴起党史学习教
育热潮， 要求全院干部职工在党
史学习教育中感悟初心使命， 凝
心聚力， 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会议宣读了 《新田县中医医院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实施方案》 并做
出具体要求。

会议强调， 全院各党支部、
各科室要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
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并贯穿医

疗服务工作的始终， 自觉从党的
光辉历史中， 汲取砥砺奋进的精
神力量， 形成面对困难不退缩、
面对问题不推诿、 面对责任敢担
当的良好局面。

动员会后， 进行了 “学史明
理” 专题研讨。 全院干部职工一
致认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学
好党史有利于进一步筑牢思想根
基， 增强信仰信念信心。

������本报讯 （通讯员 曾维 黄莉）
百尺竿头更思进， 行而不辍梦可
期。 近日， 由艾力彼医院管理研
究中心举办的 “2021 中国医院竞
争力大会” 在美丽的鹭岛厦门召
开。 会上， 2021 中国医院竞争力
最新发布， 宁乡市人民医院以总
分 654.87 分的成绩位列中国县级
医院排行榜 28 位， 居湖南省县
（市 ） 级医院第 1 位 ， 排名较
2019 年度提升 2 个名次 ， 10 个
专科入选 2020 年中国县级医院
专科排行榜 30 强。

一张张最新最热的 “国家
级” 成绩单， 再次刷新宁乡市人
民医院创下的记录。 山越高， 路
越险， 愈是险峰， 愈需要勇者去
攀登。 名列榜单第 28 位， 是宁
乡市人民医院自 2010 年入选艾
力彼 “中国县级医院 100 强” 榜
单以来 ， 连续 11 年不断攀升 、
不断奋斗的结果。 作为中部省市
的县级医院， 在第一集团中前进
一名都谈何容易。 该院在江苏、
浙江、 广东、 山东等沿海、 发达
地区医疗强省的县市级医院中突
围而出， 实现自我突破。 在全国
县市医院 30 强的 “百尺竿头 ”

榜单之上， 激流勇进， 再次晋位
2 个名次。 同时， 在大会发布的
中国县级医院 100 强专科排名
中， 该院十大专科入选 2020 年
中国县级医院专科排行榜 30 强，
其中 3 个专科入选前 10 强， 5 个
专科入选前 20 强。

据了解， 艾力彼医院管理研
究中心自 2004 年 1 月起 ， 秉承
“时间说话 、 数据说话 ” 的原
则 ， 建立对医院的综合竞争力
和专科能力评价体系 、 中国医
院竞争力星际医院评价体系和
中国医院竞争力 HIC 评价体系。
“中国医院竞争力·县级医院 100
强 ” 榜单是反映中国医疗机构
实力分布的重要参考 ， 是全国
县级医院实力体现的一个重要
渠道。

近年来， 宁乡市人民医院秉
承着技术创新是保障、 医疗质量
是根本、 病人的口碑是关键的宗
旨， 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
发时， 作为宁乡市新冠疫情定点
救治单位， 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 积极开展复工复产的同时，
不断加强学科建设， 提升技术创
新， 普外、 骨科等 7 个专科进入

省县域医院临床重点专科行列。
卒中中心成为国家高级卒中中心
建设单位、 心血管内科成为国家
标准化心脏康复中心建设单位，
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通过国家
教育部考核。 该院成立宁乡市心
衰中心， 急诊 DSA、 全市首个儿
童重症监护室相继投入使用。 医
院加强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办法， 突
出重点考核指标， 扩大和规范临
床路径管理 ， 发挥医保控费作
用， 着力降低门诊和住院患者均
次费用， 在全国 2413 家参评三
级公立医院 “国考” 中， 该院排
名较去年上升 238 个名次， 实现
大步跨越！ 居省内同级医院领先
地位。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
仍从容。 登高， 是为了更好地望
远； 提升， 是为了更好地逐梦。
每一个名次的前进， 每一个排位
的上升， 都凝聚了该院职工共同
的梦想、 智慧、 心血、 汗水。

今日的进步， 作为宁医人向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献
礼 ， 而明日 ， 该院仍将继续攀
登。 因为， 无限风光在远峰。

位列中国县级医院 28强
������本报讯 (通讯员 肖育尧 ) 4 月 15
日， 邵阳市洞口县卫生健康服务中心主
任曾纪梅， 带领该县疾控中心艾防工作
人员对驻县火箭军某部训练团近千名新
兵进行了一场艾滋病防治相关知识的宣
讲活动。

宣讲报告会上， 曾纪梅和疾控中心
艾防工作人员结合自身从事艾滋病防
控、 研究工作多年的亲身体会， 就艾滋
病基本知识、 艾滋病疫情、 咨询检测、
流行现状、 艾滋病的预防和国家防治艾
滋病相关法律法规及当前面临的防控形
势， 通过讲座、 案例讲解、 发送宣传
单、 现场交流、 视频演示等方式进行了
讲解。 整场宣讲图文并茂、 切合实际、
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

宁乡市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