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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洁， 湖南省名中医。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硕士生导师， 湖南中医药
大学中医一流学科妇科学科带头人、 中华中医学会
妇科分会常委、 世界中医联合会妇科分会常务理
事、 湖南中医学会及中西医结合学会妇科分会副主
任委员， 国家第四批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

湖南省名中医

林 洁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李奇姚家琦彭宇
明） 7 月 1 日， 确诊为先天性胆道闭锁的 6 岁女
童芊芊 （化名） 在湖南省儿童医院进行活体肝脏
移植手术。 芊芊母亲将自己的 260 克左肝外叶移
植给了女儿芊芊， 替换芊芊已肝硬化病变的肝脏。

7 月 5 日上午 10 时， 术后第四天， 捐出肝脏
的母亲忍着伤痛坚持步行， 第一次来到监护病房
看望女儿， 母女俩互相点赞鼓劲。 芊芊深情地致
谢医护人员： 感谢叔叔阿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目前， 术后两人各项指标恢复良好。

家住永州市祁阳县的芊芊出生 8 天时出现黄
疸症状， 被诊断为先天性胆道闭锁。 胆道闭锁可
导致胆汁淤积在肝脏内， 对肝细胞产生毒害作用，
引发肝硬化。 该病如不加干预任其发展， 患儿大
多数都活不过 1 岁， 而肝移植手术是目前治疗胆
道闭锁的最佳方式。

6 月 17 日， 6 岁 9 个月的芊芊由于严重发烧
引起并发症， 再次紧急转入湖南省儿童医院， 这
已是她今年第三次住院了。 由于肝硬化引起脾功
能亢进， 消化道大量出血， 芊芊的生命危在旦夕。

一边是医院下达的病危通知书， 一边是病床
上高烧不退的女儿， 芊芊母亲做出了早在心中思
虑过千百遍的决定： 将自己的部分肝脏移植给女
儿， 为她再续生命。

7 月 1 日， 湖南省儿童医院为芊芊进行活体
肝脏移植手术， 历时近 12 小时的努力， 妈妈捐出
的约占自身肝脏 20%的 260 克左肝外叶顺利移植
到芊芊体内。 术后第二天， 芊芊顺利撤下呼吸机，
而坚强又乐观的妈妈也在第二天下床活动， 目前
母女均在顺利康复中。

���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 彭韵佳
陈弘毅） 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秘书
处、 国家卫生健康委 7月 6日在福
建省三明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明确
将以推广三明经验为抓手， 持续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因地制宜学
习借鉴三明经验， 切实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

日前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1 年
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 要求进
一步推广三明市医改经验， 加快
推进医疗 、 医保 、 医药联动改
革。

近年来， 福建省三明市统筹
推进医疗、 医保、 医药 “三医”
联动改革， 破除以药补医机制，
探索建立维护公益性、 调动积极
性、 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

“三明医改打出了一套适合
三明实际情况的医改组合拳， 为

各地因地制宜推广积累了非常好
的经验。” 国家卫健委体改司司
长许树强介绍， 总结三明医改的
精髓， 主要包括改革整体联动、
完善医改经济政策、 健全医院内
部激励和约束机制、 推动医疗资
源下沉。

许树强介绍， 推广三明医改
经验将采取以下举措， 包括召开
全国学习推广三明医改经验工作
会议； 研究制定深入推广三明医
改经验的实施意见 ， 明确时间
表、 路线图、 责任人； 用好三明
市全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
验推广基地， 陆续举办培训班；
制定推广三明医改经验考核指标
体系等。

国家卫健委体改司一级巡视
员朱洪彪表示， 各地在学习借鉴
三明医改经验时要做到因地制宜，
不搞 “一刀切”。 既要学习和推广

三明医改经过实践证明、 具有普
遍适用的经验， 也要结合各地实
际情况实事求是， 不要简单地照
抄照搬。

三明市副市长张元明介绍，
福建三明医改 9 年多以来， 人均
预期寿命由 2010 年的 75.29 岁提
高至 2020 年的 80.02 岁 。 全市
22 家县级及以上医院工资总额比
改革前增长了 3.08 倍， 医务人员
平 均 年 薪 从 5.65 万 元 增 加 到
16.93 万元。 在赡养比逐年下降
的情况下， 全市城镇职工医保连
续 8 年保持盈余。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
介绍， 我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持续推进， 分级诊疗、 现代医院管
理、 全民医保、 药品供应保障、 综
合监管等制度不断完善， 中国特色
服务全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
基本建立。

以推广三明经验为抓手

推动全国医改走深走实

———母亲捐肝救女记

�����本报讯 （魏闻） 7 月 7 日上午， 湖
南省政府新闻办主持召开湖南省庆祝建
党 100 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六场———
教育文旅卫健专场新闻发布会。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 主任
陈小春在新闻发布会上发布新闻。 陈小
春说，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全省卫生健
康系统始终秉持保护人民健康的初心使
命， 接续奋斗， 人民健康水平、 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与 1949 年对比， 全省人均预期寿
命大幅提升， 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数增加
了 496 倍， 卫生技术人员总数增加了 27
倍， 医疗卫生机构总床位数增加了 131
倍。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新时代党的卫生健
康工作方针，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把人
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全省
卫生健康事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取
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一是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在本土
累计确诊病例 1000 例以上的省份中率
先实现住院病例清零。 截至 7 月 6 日，
全省累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5231 万剂
次， 为构建全人群免疫屏障奠定了坚实
基础。

二是健康扶贫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深入开展健康扶贫工作， 贫困人口县域
救治比例达 95.9%， 231 万名贫困患者
得到有效救治。

三是深化医改全面纵深推进。 门诊
患者满意度、 住院患者满意度均居全国
前 10 位。

四是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在 2020 年全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
考核中， 湖南省总成绩位居中部第一、
全国第五。 医疗服务方面， 着力推动优
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 中医
药方面， 注重在传承中创新发展。

五是卫生健康民生实事成效显著。
连续多年将农村和城镇低保适龄妇女
“两癌” 免费检查、 孕产妇免费产前筛
查纳入全省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全力保
障妇女健康。 累计救治救助尘肺病农民
工 6.4 万人次 。 关爱计生特殊家庭 ，
2020 年全省各级财政共落实农村奖扶、
计生特扶、 城镇奖励资金 24.28 亿元。

陈小春说， 下阶段将按照省委、 省
政府的决策部署， 毫不松懈抓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 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良好局
面， 加快推进健康湖南建设， 持续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推动卫生健康事业
高质量发展，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为实施 “三高四新” 战
略、 建设现代化新湖南筑牢健康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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