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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通讯员 舒晓东 武雄） 近日，
笔者一行来到怀化市溆浦县第二人民医院应
急事故池施工现场， 该院院长向师介绍道：
“为完成污染防治整改任务， 我院安排专项
资金 3 万余元， 重新修建这个容积达 25 立
方米的应急事故池。”

今年来， 溆浦县卫生健康局以省、 市、
县生态环保部门部署开展的污染防治 “利剑
行动” 等专项整治活动为契机， 积极防范化
解卫健系统生态环境风险隐患。 该局以问题
为导向， 对纳入整改的 8 家医疗机构全部下
发交办件， 压实压紧整改责任。 联合县政府
督查室、 怀化市生态环境局溆浦分局多次开
展联合督查， 以查促改， 狠抓整改。

�� �本报讯 （通讯员 欧泽阳） 9 月 10 日是
第 23 个 “世界急救日”。 9 月 9 日， 永州市
江永县红十字会联合县人民医院在江永县
知青广场开展 2022 年 “世界急救日” 主题
宣传活动。

此次宣传活动围绕 “终身学急救， 救护
伴我行” 主题， 通过开展无偿献血、 义诊、 心
肺复苏演示、 实操模拟体验以及应急救护演练
等方式， 向市民宣传应急救护知识， 提高群众
的急救意识。 江永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向过
往群众耐心讲解急救知识， 为群众进行心肺复
苏现场教学， 得到了老百姓的好评。

�� �本报讯 （通讯员 杨少华 阳
华 邓丹华） 新学期初， 一堂生
动实用的科普课在郴州市北湖
区万华岩希望小学开展。 为提
升学生应急救护能力， 做好应
急救护 ， 北湖区卫生健康局 、
区计生协联合郴州市科技馆 、
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北湖区
妇幼保健院、 人民路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走进乡村小学开

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
“健康·起航” 环节由急先

锋科普团队走进不同年级的教
室开展健康知识科普。 在一楼
女排精神传习所为四年级学生
讲解急救知识， 如何正确拨打
急救电话与心肺复苏、 海姆立
克法的操作步骤， 用教学模拟
人演示心肺复苏、 人工呼吸等
急救方法； 在六年级教室分设

女生与男生专场， 安排资深医
师为女生讲解青春期常识， 正
确认识自己的身体和隐私， 教
导如何分辨和防范性侵害， 提
高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
力； 结合实际生活为男生传授
手卫生知识， 告诉他们养成洗
手的好习惯是生活中简单有效
的防病措施， 并指导男生们学
习掌握七步洗手法。

本报讯 （通讯员 桦林 周迁） 日前， 75
岁的食管癌患者王大娘， 在岳阳市中医医院
内镜中心行 “食管狭窄扩张术及支架植入
术” 后， 进食基本恢复正常。

王大娘因 1 个多月来进食困难， 伴有呕
吐， 特别是入院前几天， 茶水都难以进入，
前往岳阳市中医医院肿瘤二科就诊。 经综合
评估， 专家考虑王大娘肿瘤多脏器转移， 年
纪较大， 体质较差， 已失去手术及放化疗治
疗机会， 征得家人同意， 制订了以减轻痛
苦、 提高生活质量为主的保守治疗方案。

该院内镜中心医护团队在刘元带领下顺
利为王大娘行 “食管狭窄扩张术及支架植入
术”， 整个过程不到 30 分钟。 术后王大娘即
可进流质饮食， 无疼痛等不适。 第二天早
上， 王大娘顺利进食了近 150 毫升稀饭， 脸
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 本报讯 （通讯员 何晓晓匡登峰） “你们
医务人员真好。 前几天， 我爸爸手术成功了，
请你们吃饭的一点点 ‘小意思’， 都退交到我
爸爸本人住院费用账户。 医生的清正廉洁，
和你们医院墙上写的一模一样！” 9 月 12 日，
衡阳市祁东县马杜桥乡延塘村刘先生伸出大
拇指， 夸赞祁东县人民医院三住院部的医务
人员。 这是祁东县人民医院清廉医院建设的
一个小缩影。

湖南省人民医院集团祁东县人民医院属
二级甲等医院。 在清廉医院建设中， 坚持
“清” 字立院， “廉” 字为先， 劲吹一股股
“党风清廉、 行风清新、 院风清静、 医风清
洁、 作风清朗” 和风， 受到社会好评。

��� 本报讯 （通讯员 王薪棋 周
石保） 探索 “专家下乡、 诊断
进城 、 双向转诊 、 上下一体 ”
的医改路径 ， 锚定群众看病
“不花冤枉钱、 不跑冤枉路、 不
误诊错诊” 的惠民目标， 近年
来 ， 永州市蓝山县着力破解
“家门口就医” 难题。

自 2020 年 11 月以来 ， 该
县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创建了基层首诊 、 双向转诊 、
急慢分治、 上下联动的新型医
疗体系。 2020 年底至 2022 年 6
月， 全县医药费用平均降幅达
53%， 直接减少医药费用支出
5800 余万元， 医改红利实实在
在地惠及广大群众。

基础硬件设施的改善只是起
点， 如何让医改红利扎扎实实地
普惠城乡居民？ 蓝山县孜孜探
索， 蹚出了一条惠民利民之路。

2020 年 11 月份以来， 全县
先后投入约 3.3 亿元 ， 建成了
远程影像 、 检验 、 会诊 、 病
理、 心电、 消毒供应中心及院
前急救中心， 基层中医馆实现
标准化 ， 预防接种实现数字
化 。 2022 年 还 将 投 入 1.2 亿
元 、 按二级医院标准建设楠
市、 新圩、 所城、 毛俊四大区
域副中心。 用好用活医保基金
“结余留用 ” 政策 ， 基层医院
更加 “引得来人、 留得住才”。
同时 ， 以 “下派院长+下沉专
家” 模式， 下派高年资科主任
担任分院院长 ， 下沉 38 名优
秀医疗人才定期帮扶分院， 并
通过云视讯 “远程会诊” 中心
平台连线县内外医疗专家， 让
群众在 “家门口” 约上 “大专
家”。

蓝山县扎实推进特色专科

下沉基层。 在医共体分院推广
中医药适宜技术全覆盖和中医
远程脉诊， 在竹寺分院新开设
了五官科和口腔科， 塔峰分院
建立了血透中心， 在楠市分院
打造了 “特色肛肠科 ”， 实现
乡镇外科手术 “零 ” 的突破 。
同时， 在完善转诊机制上做实
文章， 推行 “基层首诊、 双向
转诊 、 急慢分治 、 上下联动 ”
分级诊疗新模式， 完善转诊服
务中心建设， 改变原来 “中心
医院大小病均收” “各医院相
互抢病源 ” “随意流出外诊 ”
的无序竞争局面， 形成了 “小
病在基层、 大病去医院、 康复
回基层” 的就医格局。

如今全县基本实现 “小病
看得好、 大病看得出、 慢病看
得住”， 真正落实做到 “日常的
头疼脑热在乡村解决”。

线市州连

�������邵阳市洞口县人民医院安全
生产科工作人员按照公安部门的
要求， 积极做好防恐、 防诈、 防
火、 防盗工作， 结合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做好来院人员的健康状况
和行程轨迹的查验。 通过反恐演
练提高安保人员的实际行动能力，
确保医疗区域治安秩序良好。 图
为 9 月 19 日， 该院生产安全科负
责人 （右） 在检查消防设备。

通讯员 王道清 摄影报道

未雨绸缪抓安保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杨芳） 9 月 21 日， 位于长沙市
望城区金星北路 4 段 200 号的
长沙市第四医院滨水新城院区
正式运营， 这家以基本医疗为
主、 集特色专科和康复医疗于
一体的大型公立三级甲等综合
医院全新起航， “一院两址”，
全面提升望城区和大河西的卫
生健康水平。

据悉， 长沙市第四医院滨水
新城院区占地近 230 亩， 编制床
位 1500 张。 该项目采取整体规
划、 分期实施的方式进行， 9 月
21 日正式运营的第一期项目 ，

主要为基本医疗部分， 设置病床
900 张， 包括门急诊医技楼、 住
院楼、 科研教学办公楼、 值班公
寓及医疗业务配套用房。 滨水新
城院区采用国际流行的 “医疗
街” 设计， 一条主街把门诊大
厅、 出入院大厅联系起来， 诊疗
室、 检查室、 检验室像商业店铺
一样沿街分布。 患者沿着主街
走， 按照一目了然的指示牌能轻
松找到自己要去的地点， 在一条
街上完成所有诊疗流程， 有效改
善了患者 “来回跑、 绕弯路” 的
就医难题。

当天上午的 “奋进新征程˙

一起向未来” 滨水新城院区开业
仪式上， 长沙市第四医院党委书
记邓雄飞致辞表示， “一院两
址” 将朝着建设 “管理一流、 技
术一流、 服务一流、 硬件一流、
环境一流” 的现代化综合医院目
标阔步迈进。

长沙市卫健委主任刘激扬表
示， 滨水新城院区的开业运营，
是长沙优质医疗资源扩容的重要
举措， 希望该院坚持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 优化医疗服务流程， 完
善医疗服务模式， 进一步改善医
疗服务、 提高医疗质量， 全力满
足人民群众就医新需求。

“一院两址” 一条街上完成所有诊疗流程
长沙市第四医院滨水新城院区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