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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市州连

������本报讯 （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耀 通讯
员 唐梦辉） 1 月 5 日， 长沙市第三医院放
射影像科医生彭澍通过远程影像诊断平
台， 为桂花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70
岁的彭大娘阅片时， 发现她胸膜下有多发
斑片状模糊影， 且病灶范围大于 50%， 在
影像学上属于重型病毒性肺炎的典型表
现。 彭澍立即拨通了该中心电话， 提醒对
患者进一步检查尽早治疗。

据悉， 居民在社区医院做完检查， 通
过天心区医联体信息平台， 远程心电最快
5 分钟内， 远程影像最快 10 分钟内诊断并
回传报告结果。

自 2022 年 12 月至今， 长沙市第三医
院为天心区医疗集团内基层医疗机构共开
展远程心电诊断近 2000 例， 远程影像诊
断 2000 余例。 不出社区， 就能享受到三
甲医院的优质诊疗服务， 天心区越来越多
的居民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成看病就医
和康复治疗的首选。

家住长沙市暮云华月湖社区的 84 岁
丑奶奶， 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等基础疾病
多年， 属于重点关注的新冠病毒感染风险
较高人群。

1 月 4 日， 丑奶奶感染新冠病毒后出
现反复咳嗽咳痰的现象， 经过检查， 长沙
市第三医院派驻天心区暮云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高血压专家团队负责人曾海涛
诊断其为新冠病毒引起的肺部感染。 为了
方便家人照顾， 老人选择在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进行治疗。

曾海涛配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王
勇紧急成立 4 个医疗救治工作小组， 对辖
区内的 “一老一小”、 孕产妇等重点人群

开展新冠病毒感染排查， 电话问诊、 上门
医疗救治、 心理疏导、 用药指导、 危重患
者转诊等。

“曾医生每天都会过来看我， 检查我
的身体情况。” 经过 4 天的治疗， 丑奶奶
咳嗽咳痰的情况明显好转。

“这个肺部感染的患者血氧饱和度
78%， 有糖尿病、 冠心病， 请立即安排
转诊。” 1 月 5 日， 长沙市第三医院派驻
青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专家
团队负责人张磊接诊了 1 名呼吸困难的
患者， 经紧急联系开通绿色转诊通道 ，
仅用了 20 多分钟， 老人被顺利转送至上
级医院。

家住天心区披塘村 80 岁的李爹爹同
时患有高血压、 冠心病、 脑梗死等多种疾
病， 感染新冠病毒后一直咳嗽不止。 长沙
市第三医院派驻黑石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医疗专家团队负责人付荣一边给予李
爹爹氧疗， 一边紧急联系转诊事宜。 不到
30 分钟， 李爹爹就经绿色转诊通道顺利住
进了长沙市第三医院感染重症病房。

现在， 两位患者病情均已好转， 将回
到社区进行康复治疗。 基层首诊、 双向转
诊、 急慢分治、 上下联动， 医联体的有效
对接免去了患者在医院排队就医、 等候检
查， 最大程度缩短了患者就医时间， 分级
诊疗效率大大提高。

长沙市第三医院党委书记周中苏表
示， 医院党委精心遴选了 ６ 支医疗专家团
队， 组建派驻基层医疗专家团队临时党支
部， 以党建组织力提升队伍战斗力， 让老
百姓在家门口享有多层次、 多样化的健康
服务， 切实解决老百姓 “看病难” 问题。

������本报讯 （通讯员 张超） 1
月 11 日， 笔者在长沙县第一
人民医院了解到， 当前， 正
值岁末关键阶段， 返乡人口
流动加大， 农村传统节庆聚
集性活动增多， 同时， 随着
新冠病毒感染防控政策调整，
该院迅速将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 “保健康、 防重症” 任务
上来， 通过扩容床位、 增加
人力、 配置设备、 保供物资、
提升技术等举措高效运转，
最大限度满足农村地区群众
就医需求， 应对疫情 “迎峰
转段” 的新挑战， 缓解农村
疫情防控可能进一步凸显的
压力。

补充人手， 增强力量。
该院采取 “五个一批” 解决
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即招
聘一批， 紧急招聘 30 名有工
作经验的医学专技人员， 充
实临床力量。 转岗一批， 通
过行政职能部门人员下沉临
床一线、 组织外科系统骨干
医师参加新冠病毒感染救治
“双管齐下” 转岗参与救治工
作。 回归一批， 外派至机场、
县疾控等地的医务人员圆满
完成阶段性任务回归岗位。
招募一批， 14 名退休职工积
极响应倡议参与到疫情防控
志愿服务活动中来。 储备一
批， 路口镇卫生院、 高桥镇
卫生院等医共体单位选派骨
干 10 人做好人员储备。 得益
“五个一批” 政策的实行， 参
与临床一线救治工作的医务
人员增加到 460 余人， 在原
有的基础上增加了 17%， 有效
缓解了人力资源紧张等不足。

精准救治， 护航健康。
该院中医科在门诊、 住院病

房开展穴位贴敷、 中医协定方
剂、 放血疗法等中医外治疗
法， 减轻新冠病人症状。

“医院遴选出在心内科、
呼吸内科、 感染科、 急诊科、
儿科、 重症医学科、 中医科等
高级职称专家组建成院级多学
科医疗专家团队， 对住院病
区、 重症医学科及急诊医学科
收治的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开展
巡查、 会诊及收治协调工作。”
该院医务部部长龙江介绍，
“对本院不能解决的急危重症
病例及时邀请上级救治专家组
进行远程指导。”

为高效、 有序开展救治工
作， 医院将门诊、 急诊、 发热
门诊 “三诊合一” 统筹运行，
增加诊室 3 间、 留观床增至
12 张、 抢救床增至 6 张， 每
日急诊平均出车 10 余趟， 最
高峰时达到 20 余趟， 在新冠
患者急剧增加的情况下满足了
就诊需要。

超前谋划， 筹备物资。
该院超前谋划， 建立物资储
备清单， 实行物资设备动态
管理， 做好应对春节货运及
药品供应商休假准备， 及早
储备与新冠肺炎相关的中草
药、 抗病毒、 解热止咳、 抗
原检测试剂等。

“为采购到急需药品、 耗
材， 我们每天从早到晚不停
地联系对接供应商， 只要有
人提供消息， 我们就不放过
任何一个机会， 哪怕在自己
感染新冠病毒期间起不来床，
就把电脑搬到床前， 随时关
注消息， 及时下单。” 采购科
科长周利介绍， 目前物资药
品储备量能完成满足医院 30
天满负荷运转需求。

������本报讯 （通讯员 李颖） 1 月 11 日下
午， 全球首创驱镉新药 GMDTC 临床试验
启动会在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举行。

中国科学院院士、 暨南大学粤港澳
中枢神经再生研究院院长苏国辉对驱镉
新药获批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
试验批件表示祝贺， 并对在省职业病防
治院进行 I 期临床试验予以高度肯定。 他
强调， 重金属污染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全
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而镉中毒又是重
金属中毒防治的重点和难点， 他由衷期
待试验顺利完成， 早日造福患者。

湖南省职防院党委书记蒋文君表示，

省职防院将抓住 “三个重点” 做好临床
试验工作： 提高认识站位， 在思想上汇
聚起攻坚克难 、 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
细化组织实施， 做到分工明确、 责任清
晰、 任务压实， 促进项目高效运转； 严
格工作标准， 以严谨的工作标准和严肃
的工作态度对待临床试验。

据悉， 驱镉新药 GMDTC 是中国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化学一类新药， 可用于治
疗慢性镉中毒， 将破解镉中毒无药可治
的世界性难题， 该药物也为职业与环境
重金属污染防治、 癌症化疗、 控烟等提
供突破性关键技术。

������本报讯 （通讯员 成美
龄） 近日， 衡阳市南岳区积
极响应省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的部署安排， 在全区广泛开
展送政策、 送医药、 送服务
“三送” 活动， 进一步做好
新冠重点人群动态服务和
“关口前移” 工作， 最大限
度保障重症高风险、 失能人
员等重点人群的身体健康与
生命安全。

“大爹 ， 最近身体怎么
样？ 这是区委、 区政府发给
你们的爱心防疫健康包， 里
面有抗原试剂、 体温剂、 退
烧药、 感冒药、 酒精湿巾。
我一样一样给你说怎么使用
……” 南岳镇卫生院院长罗
志清带领乡村医生逐户询问
其健康状况， 耐心为重点人
群及其家属们说明抗原试剂

盒的使用方法， 告知药物使
用注意事项， 讲解如何做好
个人防护和日常身体健康监
测， 引导群众提高自我防护
能力。

一份份 “健康包” 就像
一颗颗 “定心丸”， 让群众
安心暖心有 “医 ” 靠 。 同
时， 医生们还为重点人群提
供随访巡诊、 健康科普、 健
康咨询、 心理疏导、 协助转
诊、 用药指导等医疗服务保
障工作， 进一步掌握重点人
群身体健康状况。

“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
关心关爱， 你们这些药送得太
及时了， 一直这样挂念着我
们， 真是麻烦你们了！” 接过
爱心防疫健康包的群众连声道
谢。 据悉， 该区首批发放爱心
防疫健康包共计 5000份。

一个也不少
天心区卫健局联手长沙市第三医院
高效有序救治新冠病毒感染患者

��������1 月 11 日， 长沙市开
福区中山路社区， 志愿者在
为居民贴春联。 在新春佳节
到来之际， 该社区组织青年
志愿服务队为辖区孤寡和行
动不便的老人开展送贴春联
活动， 发扬中华民族尊老敬
老的传统美德， 营造一个温
馨祥和的节日氛围。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健 通讯员

邵凇 摄影报道

关爱老人送春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