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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基层医院门前冷清

临近春节， 长沙各大医
院人满为患，与之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基层医院门前十分冷
清。随着新农合、城镇居民医
保等保障政策的普及，越来越
多的病人涌入大医院。

王晓岳认为， 老百姓往
大医院蜂拥， 其实反映了两
方面的问题： 一是希望到大
医院接受优质的医疗资源；
二是他们对基层医院的医生
的水平存疑。

“以往都认为乡村医生
或者社区医生都是级别比较
低的医生， 水平比较差。”王
爱民表示， 但实际上最近几
年来， 我们国家就此做了大
量的工作， 比如为了使社区
医生或者是一级医院、 二级
医院的医生能够与大医院同
质，开展全科医生、住培医生
培训工作，“这个问题在不久
的将来肯定会解决。”

王爱民补充， 目前实行
的是医联体， 实际上就是大
医院的医生到社区、 到乡镇
去坐诊。 在乡村医生的水平
还没有提高到一定程度、老
百姓暂时还不相信的情况
下，大医院的专家下去坐诊，
由原来的老百姓上来， 变成
相关医生下去， 也能一定程
度上缓解这个问题。

模式：
互联网+需要适应过程

伴随着远程问诊新型
医疗模式的兴起， 传统医疗
正在被颠覆。 所谓“远程问
诊” 是依托互联网信息平台
优势，整合线下医疗资源，并
融合传统医疗模式发展而探
索出来的一种新型医疗模
式。

王晓岳笑着说， 现在对
于老年人来说，“远程问诊”
还是相对陌生的领域， 互联
网+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不
过，这个过程会很快，就像网
络支付一样，“这样就能够感
受到， 能够得到这种科技发
展的福利。”

王爱民则坦言， 推进互
联网+医疗健康，配套政策要
落实到位。 他以自己所在的
医院为例， 实体医院是长沙
市一医院， 如果再加一个长
沙市第一医院互联网医院，
病人到这里看病缴费， 就要
有一个经注册的单位。“这就
需要出台一个相关的配套政
策。”王爱民说。

“其实还可以将互联网+
与家庭医生联系起来。”王晓
岳描述，医生在一端，患者与
家庭医生在另一端， 患者通
过家庭医生了解病情后，再
通过远程进行会诊，“这就和
现场看病差不多了。”

让百姓在家门口放心看病可以这样做
代表委员热议：将“互联网+”与家庭医生联系起来，达到“现场看病”的效果

省人大代表、长沙市第一医院神经医学中心主任 王爱民
省政协委员、岳阳市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研究所所长 王晓岳

访谈嘉宾

健康是最大的民生。近年来，中央和省委持续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群众“看
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随着经济社会迈向高质量发展， 老百姓对于医疗卫生服务有了新的更高的期盼。今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对推进健康湖南建设做出了新的部署。

如何缓解基层医院和乡村卫生医院水平相对较低的现状，让老百姓在家门口放心看
病、看好病？如何推进家庭医生工作？互联网+医疗健康又该如何进一步推进？1月26日，
两位代表委员做客“两会聊天室”，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些话题。

■记者 李成辉 刘璋景 黄京

本报1月27日讯 三湘都市报
记者近日从长沙环保职业技术学院
获悉，该院科研评价“指挥棒”有了新
方向———切实提高教师科研服务社
会的能力和标志性成果的质量。为
此，学院重新修订出台了《学院科研
成果奖励办法》等措施，为全体教师
“量身定制”奖励标准，极大调动了教
师参与教科研的积极性。

科研成果不能只看论文数量

长期以来，论文、职称、学历和
奖项，被奉为评价高校教师的“硬
通货”， 更是其科研活动的“指挥
棒”，事关教师的声誉、收入和前途。
“尽管教师因所处层次、 领域的不
同而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来说不
同程度遇到唯论文、唯职称、唯学
历、唯奖项的‘四唯’问题。”长沙环
保职院院长刘益贵表示，科研成果
的评价制度， 不能仅仅看论文数
量，而是要看能不能给国家解决实
际问题，有没有创新。“只有从激励
和保护科研积极性出发， 制定科

学、系统、简洁、有效的科研管理制
度，并注重强化制度执行力，才能
真正提高教师整体的科研意愿、科
研水平和科研能力。”

新制度提高奖励标准

“要改进教师评价方式，突出
品德、能力、业绩导向，克服“四唯”
倾向， 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
献、影响。”刘益贵说。为此，该院于
2018年9月至12月，由法规与质量
管理处牵头，组织学院26个职能部
门对学院现行有效的规章制度进
行全面清理。

值得一提的是，新制度还规范
了国家级、省级科研成果奖的奖励
范围，明确科研成果奖的奖励需获
得主管部门颁发的一级证书。此
外，根据国家和湖南省对美术作品
奖励的重新定级定类标准，调整美
术作品奖励标准。如今，教师参加
教学竞赛获得国家级团体一等奖
奖金由2万提高至5万，个人一等奖
奖金由1万提高至2万；教师指导学
生参加技能竞赛获得国家级团体
一等奖奖金由5万提高至6万，个人
一等奖奖金由2万提高至4万。

■记者 陈舒仪 黄京
通讯员 唐海珍 刘彦妮

【报告点击】

长沙环保职院：奖励标准“量身定制”

评价“指挥棒”转向
提升教师科研活力

·贯彻全省教育大会精神系列报道

建议

鼓励老百姓家门
口就医，除了要提高家
庭医生本人的业务水
平外， 王晓岳认为，还
要从体制机制上引导
和激励患者选择家庭
医生来看诊、问诊。

王晓岳举例说，现
在我们到大医院看病
很方便， 只要挂个号，
但如果有一天所有的
大医院都需要家庭医
生或者社区转诊以后
才能接诊，家庭医生的
作用就会更大。 其实，
可以从政策方面进行
引导，比如经家庭医生
看了以后可报销90%或
更多，直接到三级医院
就医的话就降低报销
比例，“这样的话，才好
把家庭医生落实到位，
前提是要把家庭医生
的能力培训上去，让老
百姓相信。”

王爱民说，不像热
门专科医生，只负责一
种疾病，家庭医生就是
全科医生，什么病都要
管。他们通过规范性的
培训获得了助理或者
执业证后，这样他们发
现的问题，反馈给我们
的信息就比较可靠，随
后通过互动，通过与家
庭医生的联系，解决老
百姓病患问题。

健全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分级医疗、基本医疗保障、药品
供应保障、综合监管制度、建设区域医学中心。

推动医联体优质资源下沉， 提升县级医院综合能力和乡
村卫生服务能力；提高农村医生诊疗水平。

完善“互联网+医疗健康”保障和支撑体系，建设智慧医院
和基层远程诊室，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提高家庭医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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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晚，“两会聊天室”，王晓岳委员（左一）、王爱民代表（左二）共话
优质医疗服务。 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