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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王琦 张
燕舞) 1 月 6 日， 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发布决定， 株洲醴陵
市获评 2019 年～2021 年创建
周期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
进单位。 “全国基层中医药
工作先进单位” 评选是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唯一保留的先
进评选项目， 是表彰基层政
府中医药工作的最高荣誉 。
醴陵市是目前株洲市唯一一
个获得该奖项的县市。

近年来， 醴陵市始终坚
持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
针 ， 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 ，
建体系 、 育人才 、 重传承 、
浓氛围， 有力推动中医药振
兴发展。

建中医体系 醴陵市创新
管理模式， 大力推进设中医
专区、 开中医处方、 写中医
病历、 添中医设备等十项举
措 ， 深化医联体建设 ， 建
立中医专科联盟， 基本形成
了以市中医医院为龙头， 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镇卫
生院、 村卫生室为主体， 湖
南师范大学附属湘东医院 、
市妇幼保健计生服务中心等
非中医类医疗机构中医药科
室为骨干， 民营中医医疗机
构为补充的 中医药服务网
络。

育中医人才 醴陵市通过
招聘本科以上学历 中医人
才、 开展 “中医适宜技术培
训班” “西学中班” “经方
培训班” 等方式培养中医人
才。 将市中医院中医整体康
复列入全市五大重点学科建
设， 常态化开展 “湘雅乡情·
专家醴陵行” 活动， 近 3 年
来， 26 名来自湖南省中医附
一等重点中医医院的专家定
期来醴坐诊、 讲座、 教学和
查房。 市中医院丁桃英获评
湖南省名中医、 谭海彦获评
湖南省基层名中医。

重中医传承 醴陵市建立
多层次师承制度， 全市设立

9 家传承工作室 ， 培养被传
承人 55 人。 开展名老中医药
专家 “师带徒” 65 人。 公费
资助 14 名优秀代表参加国医
熊继柏大师牵头的 《中国经
典名家经典原著系列讲座》，
实现师承教育常态化和制度
化。 市中医院自主研发国家
批文自制中药制剂 11 种， 中
药协定方 32 种。

浓中医氛围 该市举办
三伏贴节、 膏方节、 中医中
药健康行等多项活动， 将中
医药融入到百姓的生活中 。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
为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制定
“一对一 ” 中医治疗方案 ，
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重大疾病
中的协同作用。 运用知识讲
座 、 义诊咨询 、 电视专栏 、
微信公众号等方式， 强化中
医药文化普及。 打造中医药
文化展示馆， 形成全市信中
医、 爱中医、 用中医的浓厚
氛围。

��� 本报讯 (通讯员 张亮 )
近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为一位双耳听力下降 20 余
年的中耳炎患者刘小华 (化
名 ) 成功实施鼓室成型 II 型
(人工听骨听力重建+鼓膜修
补术)。 术后近一个月门诊复
查显示， 刘小华听力明显提
高， 重返 “有声世界”。

刘小华因双耳听力下降
20 余年就诊于该院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门诊， 考虑为慢性
化脓性中耳炎 ， 需住院治
疗。 经科主任陈华、 副主任
田红琴仔细检查后， 考虑刘

小华听力下降， 是因双耳长
期流脓致鼓膜穿孔、 听小骨
破坏引起。 排除手术禁忌症
后， 医生立即为刘小华制定
鼓室成型 II 型个性化手术方
案。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是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常见病， 主
要症状为耳内反复流脓伴听
力下降， 大部分病人需行手
术治疗。 以往的手术治疗目
的主要是清除病变， 不能有
效改善听力。 随着耳外科学
飞速发展， 手术方法提升为
在清除病灶的基础上重建听
骨链， 提高听力。

“中耳胆脂瘤、 化脓性中
耳炎等多种疾病均会破坏听
骨， 导致听力永久性下降。”
陈华介绍道， 而听力重建术
可通过植入听骨假体以恢复
鼓膜和内耳之间的稳定链接，
达到恢复或改善中耳传声系
统功能。 经与刘小华及家属
充分沟通后， 2021 年 12 月 3
日，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手术
团队在全麻下开展手术， 术
后刘小华恢复良好。 术后 12
天康复出院， 术后近一个月
门诊复查， 刘小华听力明显
提高， 听小骨位置在位， 鼓
膜愈合很好。

��� 本报讯 (通讯员 杨善军) 1 月 10 日， 笔者从常
德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 近年来， 常德市坚持以人
民健康为中心， 围绕综合医改方向路径， 结合常德
工作实际， 积极探索、 大胆创新， 形成了常德经
验、 常德模式。

构建全域覆盖的服务体系。 在全面完成 “十三
五” 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基础上,常德市卫生健
康委严格按照常德市委、 市政府研究制定的防控救
治能力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明确五大方面 18 项具
体任务， 全面推进应急管理、 疾病预防、 检验检
测、 医疗救治、 物资储备 “五大体系中心建设”。 9
个区县 (市) 同步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规范化、
标准化建设， 标准化建设达标率、 公有产权率均达
100%。

打造错位发展的特色专科。 该市坚持以现有医
学重点学科为基础， 选择一批特色专科， 打造全国
全省有一定知名度的重点学科， 推广实施一批病种
中医诊疗方案。 引导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全科医学、
康复医学、 中医等特色学科， 发展一批基层特色专
科， 形成 “一中心 (院) 一特色”。 优先扶持对区域
卫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且目前发展较为薄弱的学
科， 重点扶持肿瘤、 血液、 心脑血管、 肾病、 儿科
5 个学科。 目前， 全市建成 6 个国家级重点专科、
45 个省级重点专科、 87 个市级临床重点专科， 推
荐 92 个具有竞争力的学科参与省重点专科评审。

建立无缝衔接的监管机制。 常德市全面加强医
疗行为监管， 建立健全处方点评、 设备采购、 医疗
事故鉴定、 医保基金监督检查等各类专家库， 实行
专家动态管理、 随机抽取、 终身负责。 严格落实常
态化的巡查、 点评、 约谈、 处罚、 通报 5 项制度，
每季度随机抽取各医疗机构一周门诊处方、 100 份
病历 （重点针对病历质量及病种收治情况）， 进行
集中点评 （点评处方的合法性、 规范性、 适宜性）。
对医务人员执业行为实行记分管理， 建立医德医风
档案和黑名单制度， 将日常检查、 问卷调查、 患者
反映等记录作为重要依据， 对医务人员执业行为进
行每年一次的考评， 并在市卫健委网站进行公示。

��� 本报讯 (大众卫生报全媒体记者 梁湘茂 通讯
员 王俊 唐海峰) “感谢各位职业健康专家多次现
场指导创建湖南省职业健康示范企业!” 1 月 7 日，
湖南株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部门负责人感激地说。
当天， 衡阳常宁卫健局职业健康专业技术人员来到
常宁市水口山经济开发区湖南株冶有色金属有限公
司工作区， 通过查阅资料、 询问了解和现场察看等
方式， 对株冶有色金属健康企业创建工作和职业病
防治工作情况再安排再部署， 并对检查中发现的设
置不规范等问题进行了现场指导。 这是湖南省开展
职业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一个缩影。

湖南省是 “有色金属之乡”， 丰富的有色金属
矿藏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同时也 “潜伏” 着大
量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据不完全统计， 全省 30 多
个行业的 30 多万家用人单位存在粉尘等职业病危，
有 360 多万 (不含外出劳务) 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
害。

2020 年底， 湖南省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局根据
职能转换， 专门设立独立的职业卫生监督处， 负责
全省职业卫生监督执法工作。 2021 年初召开全省
第一个职业卫生监督执法业务工作会议， 安排部署
全省全年工作。 通过建档摸底、 通报督导、 加强宣
传、 行政约谈、 首违不罚等举措， 以执法与普法结
合、 监督与服务并重的方式， 职业卫生监督执法工
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湖南省职业卫生监督工作跃居
全国前列， 在国家职业卫生监督执法视频会议上得
到国家卫生健康委监督局点名表扬。

�1 月 6 日， 常德市
石门县人民医院获“全
省助残先进集体” 称
号。 一直以来， 该院重
视扶残助残工作， 配合
县残联开展活动， 多年
坚持为残疾人进行残疾
评定、 开展免费白内障
复明手术、 功能性康复
等， 改善了残疾人的生
活质量， 减轻了他们的
生活压力。 图为该院医
生为村民筛查白内障。

通讯员 王建平
梁雨虹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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