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利县医疗卫生系统立足民生促发展纪实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洁净有序的城
市， 而不是一个脏乱不堪的城市； 需
要的是一个洒满阳光的城市， 而不是
一个灰暗阴冷的城市……

———慈利县委书记陈竞

慈利， 是一个素有“七山半水半
分田” 之称的山区县。 曾经的看病
难、 行医难， 如今却发生着巨大的变
化。 近年来， 在县委、 县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 全县医疗卫生事业蓬勃发
展。 尤其是今年全市上下开展的“双
联双解六攻坚” 活动， 促使全县医疗
卫生工作满意度大提升， 喜报频传。
全系统的党员干部、 白衣天使一心为
民， 敬业奉献， 谱写出一曲曲动人的
“扶生康民” 幸福之歌……

县人民医院： 谱写生命新乐章

2012 年度， 开放床位 800 张，
完成门诊接诊 16.8 万人次， 完成大
中型手术 7728 台次———一组组数字，
勾勒出慈利县人民医院的欣欣向荣。

以党委书记、 院长邓平为首的
706 名员工， 将目光锁定在医疗水平
的提升、 医疗质量的严密监控、 文化
素养的加强上， 让 70 万慈利人民的
健康有了坚实的保障。

近年来， 为提高服务能力， 全院
已装备了磁共振、 螺旋 CT、 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等大中型医疗设备 280
多台 （件）， 为临床开展先进医疗技
术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同时， 该院
还不断引进人才， 目前已拥有各级各
类专业技术人员 627 名。 2012 年，
该院成功抢救了一例手足口病并发神
经元性肺水肿的极危重患儿， 成为全
省同级医院首例。 在卫生部医政司主
办的“彩虹项目” 培训中， 成为我省
首家授牌“基层慢性乙肝诊疗中心”
的县级医院。

质量是医院的生命线， 县人民医
院从医疗、 护理、 综治等各项工作都
制定了明确的工作质量标准、 岗位职
责， 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质量管
理流程。 因病施治， 合理用药， 合理
治疗， 2013 年， 医院无一例医患纠
纷。

县人民医院除日常就诊服务外，
还承担着全县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理
服务工作， 每年免费为 800 多名白
内障患者进行手术。 人民医院还积极
开展对口帮扶支援工作， 为帮扶卫生
院添置医疗设备， 培训医务人员， 并
给予资金援助。 义务承担各乡镇卫生
院及村卫生室的医疗技术培训， 定期
组织医疗小分队到基层巡回义诊和健
康讲座， 并多次为村干部和五保老人
免费体检。 多次组织开展慈善捐款、
捐物、 无偿献血等公益性活动。 近年
来， 在非典、 甲流、 公共防疫、 安全
事故等方面全力以赴提供服务， 为建
设和谐社会， 确保社会稳定发挥了巨
大作用。

县中医院： 杏林奇葩香四海

1956 年， 县中医医院成立。 经
过五十七年的发展， 如今的中医院已
发展成为拥有固定资产 1.1 亿元， 设
有 11 个病区和 25 个临床与医技科
室， 拥有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374 人的
全市规模最大的县级综合型中医医
院。

“医院始终奉行‘中西结合办院、

突出中医特色’ 的办院宗旨， 在全面
推进传统中医与现代技术结合的同
时， 充分发挥中医特色医疗技术的优
势。 比如我们的化脓灸治疗哮喘就是
我们的王牌。” 县中医院院长肖调湘
介绍。

“为了治病， 美国、 欧洲、 北京、
上海来回跑， 吃各种各样的药， 都没
有效果， 我都快崩溃了！” 来自美国
洛杉矶的王先生患有家族遗传性哮喘
病， 从小饱受病痛折磨。 一次偶然，
他从网络上得知慈利县中医医院独特
的化脓灸治疗哮喘技术， 抱着试试的
态度前来就诊， “非常有效果， 我的
哮喘病已经很久没有复发过了， 中医
神奇！”

自 1956 年起， 县中医医院的吴
贤任老医师开始着手运用“化脓灸”
这一中医技术治疗哮喘病， 取得了很
好的疗效。 经过几代人的潜心研究，
终于形成了一套治疗哮喘病的理想方
案。 几十年来， 治疗人次达 30 多万，
不少旅居国外的华人华侨、 外国友
人、 港澳同胞纷纷前来求医。 中央电
视台、 中国教育电视台、 广东卫视、
湖南卫视、 文萃报、 大众卫生报等媒
体争相报道， 被誉为“中医皇冠上的
明珠”。 2012 年， 化脓灸治哮喘技术
被列入张家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 2013 年， 科室获得国家扶持
资金 1900 万元用于现代化改造。

县中医院各临床科室推行中医药
特色疗法， 如中医眼科为省级中医特
色专科，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
来， 一直是国家“防盲工程” 的定点
单位， 每年为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实
施复明手术 400 余例。

县妇幼保健院： 唱响妇幼保健歌

10 月 10 日清晨， 一名危重孕产
妇被送进县妇幼保健院， 病人全身抽
搐、 意识模糊， 医院立即实施抢救，
镇静治疗、 B 超检查、 验血、 输血、
送入手术室剖宫产……几小时后， 母
子转危为安， 这是县妇幼保健院今年
成功救治的第 18 名危急重症孕产妇。

家住慈利县零阳镇白羊村的李女
士几天前刚刚诞下一名宝宝， 但由于
她没有母乳， 宝宝又不爱喝奶粉， 饿
得哇哇大哭， 全家人十分着急， 听说

县妇幼保健院有专业催乳医师， 于是
赶紧带着孩子前来求助。 “整个慈
利， 催乳术就我们医院有！” 院长林
耀泉一脸自豪， “除了催乳， 我们一
直倡导顺产， 还建起了全县唯一的产
后康复中心， 填补了慈利县在该领域
的空白。”

在产后康复中心， 生完宝宝两天
的黄女士正在护理员的鼓励下慢步
走。 “挺好的， 没想象的那么痛苦，
你看我现在就能走动了。” 在这里，
不仅妈妈们产后身材变形、 盆底肌肉
松弛等状况都能迅速消除， 而且开放
的婴儿抚触游泳馆， 为宝宝提供抚
触、 按摩、 游泳等服务项目， 有效促
进了宝宝的生长发育， 真正实现妈妈
安心， 宝宝开心。

近 5 年来， 县妇幼保健院还在全
县各乡镇积极开展“妇女病查治” 、
“孕妇学校”、 “家长学校” 活动， 积
极推行妇幼健康普查工作。 2013
年， 112 次走村入户， 免费普查 4.5
万多人， 筛出高危孕妇 1884 人， 保
证了高危住院分娩率达 100%； 查出
癌前病变及宫颈癌 28 人， 并全部跟
踪治疗到位。

县妇幼保健院致力于为全县妇女
儿童的健康生活提供技术指导和优质
的医学服务， 取得累累硕果， 先后荣
膺 “全国巾帼文明岗” 和“农村妇
女宫颈癌免费检查工作全国先进集
体” 称号， 尤其是宫颈癌普查项目已
作为典范在全省推广。

市精神病医院： 以人为本济苍生

2009 年， 通过争取国家投资预
算和单位自筹共 8000 多万元， 市精
神病医院于 2013 年整体搬迁到了慈
利新城区， 正式驶上了发展的快车
道。

走进新医院， 绿树成荫、 鸟语花
香。 供病人娱疗、 体疗的室外娱乐场
所、 篮球场、 羽毛球场、 网球场、 乒
乓球场一应俱全， 另还有 20 多亩土
地作为康复基地提供给病人进行工
疗。 病房内， 安装了太阳能、 中央空
调， 还带有独立卫生间。

“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 经历
过医院巨变的王军院长发出感慨。 五
年来， 医院得到了跨越式发展， 收入

增长 5 倍， 2013 年达到 1500 万元，
固定资产由 100 万元达到了近亿元，
已建设成为湘西北地区一所技术力量
雄厚、 环境优美的集精神病专科特色
的综合性医院。

医院一直奉行“送出去、 请进来”
的人才培养政策。 2011年医院成为湖
南省脑科医院对口支援单位， 每年送
往湖南省脑科医院及其他上级医院进
修的人员近 30 人次， 同时还请来省
脑科医院专家上班、 坐诊、 指导工作，
诊疗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 吸引了全
市及周边地区的病人慕名而来。

来自常德市石门县的刘某某就是
其中一位。 因为经历了重大的家庭变
故， 他犯有严重的狂躁症， 几乎每天
犯病。 病发时， 不仅拿刀在自己身上
自残， 还会追着邻居乱砍， 人们提起
他就为之色变。 为了安全， 刘某某
70 多岁的老父亲只能用铁链把他锁
住。 2013 年 6 月， 通过老乡介绍，
他被老父亲送进了市精神病医院。 经
过治疗， 现在的他气色好了， 精神状
况大为改观， 狂躁症复发次数越来越
少。 “再巩固一年， 基本就与正常人
无异了。”

“每年， 我们医院都会组织两次
全体医务人员为流浪及无亲属的精神
病人捐款、 捐物活动， 他们的衣、
食、 住、 行全由我院负责， 让病人能
安心住院， 而且对农村五保户实行医
疗费、 伙食费全免救治， 低保户减半
收费， 全年共减免了各种费用高达
80 万元左右。” 王院长介绍说， 为了
更方便张家界市区及周边区县病人求
医， 医院还在市内及偏远山区桑植县
开设了专科门诊。

县疾控中心： 求真务实播健康

今年 4 月， 发生了 H7N9 禽流
感， 引起了大家的恐慌， 慈利县既未
在禽、 畜内检出 H7N9 禽流感病毒，
也没有人感染， 实现了“双零” 疫
情， 这都得力于县疾控中心全面防
控， 科学控制疫情的结果。

于 2001 年成立的县疾控中心以
“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 的工作方针，
求真务实 “播撒” 健康。

为预防控制传染病， 县疾控中心
除了不断加强业务人员的知识培训，
提高防控技能， 还从分析疫情预警信
息和知识宣传入手， 与群众共同沉着
应对疫情。 从非典到 H7N9， 都保证
了慈利县成为“一方净土”。 2003
年， 获得了“湖南省抗击非典先进集
体”。 今年， 全县的手足口病疫情比
去年下降了 76.91%， 没有出现重症
和死亡病例。 同时， 疾控中心不断强
化免疫规划这一基础性工作， 健全了
县、 乡、 村三级防保网络， 规范了各
乡镇预防接种门诊和服务。 目前， 全
县规划内疫苗全程接种率以乡镇为单
位均达 90%以上， 单苗接种率达
95%以上， 新生儿 24 小时内卡介苗
和乙肝 疫苗 首 剂 及 时 接 种 率 达
100%。

作为肺结核病高发地区， 县疾控
中心先后依托世界银行贷款、 英国赠
款、 全球基金结核病控制项目， 结合
该县结核病防治所诊治平台， 同时充
分利用中央财政专项经费和争取新农
合政策的双重支持， 基本实现了门诊
肺结核病人诊治“零负担”。 截至目
前， 共登记接诊可疑结核病人 4.8 万
余例， 发现肺结核病人数 1.3 万余
例， 免费治管肺结核病人 1 万余例，
治愈率达 91%， 全县肺结核病发病率
由原来的 23.5%下降到了 12.4%,大大

提高了人民的健康素质。

新农合办： 真诚为民惠万家

2006 年， 慈利县把覆盖全县 56
万农村人口的新农合当作一项重要的
民生工程来抓， 实现了农民群众得实
惠、 卫生事业得发展、 党和政府得民
心的“三赢” 局面。

为实现群众百分之百知晓， 新农
合办印制了 100 万余册宣传读本，
制作墙体固定宣传 1200 余面、 电视
专题节目 20 余期， 并通过送戏下乡
组织宣讲培训， 把村支两委纳为义务
推广员， 为群众解惑答疑。 2013 年，
慈利县新农合参保率达到 98.02%，
新农合筹集基金达到 1.84 亿元。

为既防范新农合基金透支， 又最
大限度提高参合农民的补偿水平， 新
农合办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在控费
上， 在全县内各定点医疗机构推行总
额预付制度， 同时还下达次均费用、
受益度指标， 对 74 种疾病根据县内
不同级别规定住院费用最高限额标准
和定额补助标准； 在补贴水平保证
上， 逐步落实了提高住院补偿比例和
封顶线、 普及门诊就诊报销、 加大重
大疾病救助力度等措施。 8 年来， 慈
利新农合人均医疗补贴由 50 元上升
为 340 元， 并为 131458 名优扶对
象、 五保户、 低保户顺利实现全额或
半额资助。

“坚持动态管理， 稽核小组坚持
围着基层转， 杜绝定点机构出现服务
质量差， 甚至违规
补助现象。” 在慈利
城东一家新农合定
点药房现场稽核时，
新农合办公室主任
熊庆松介绍， 8 年
来， 先后处罚医疗
服务质量差， 违反
新农合政策等定点
医疗机构 80 余家，
追缴违规补助基金
30 余万元。

慈利县新农合
运行 8 年来， 共筹
集基金 67943.81 万
元， 发放补助资金
61099.15 万元， 参
合 农 民 受 益 达
195.24 万人次。 今
年被评为全省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工作
先进集体， 并连续
三年被评为全省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目
标管理先进单位。

爱卫办： 唱响
城乡绿色歌

香樟树、 广玉
兰、 万年青绿意盎
然， 街面干净整洁，
街道两旁垃圾桶排
放有序……“现在
的慈利县真得美了、
干净了， 空气都带
甜味！” 聊起环境变
化， 观音桥社区的
柴永红阿姨由衷感
叹。

慈利县爱卫办
主任卓志彬提供了
一组数据： 近年来，
县委、 县政府在县
城硬环境的改善方
面总计投入近 2 亿

元， 环卫设施添置维护及管理费用每
年 1500 万元以上。 大投入改造了大
环境， 摒弃陋习宣传教育， 引领了市
民自觉参与行动， 形成了市民“门前
三包”、 单位街上卫生包段、 社区环
境评比等一系列良性机制的火热运
行。 2009 年， 慈利县成功创建了省
级卫生县城， 2012 年 5 月， 慈利县
城又通过了创建省级卫生县城的复查
验收。

“光县城美了还不够， 我们还要
慈利 31 个乡镇环境卫生治理一起抓，
让全县都美起来、 亮起来！” 县爱卫
办主任卓志彬介绍。 为达到县城、 乡
镇的同步治理， 县委、 县政府制定了
严格的考核制度。 县、 乡、 村层层实
行绩效考核， 两个月一次对乡镇考核
评分排位， 以奖代补资金半年一兑
现； 后三位的奖补资金奖补给前三名
的乡镇， 且连续两次排位后三名的乡
镇党政主要领导要接受县委政府主要
领导谈话， 并作出书面整改承诺。

自 2012 年开展乡村环境整治工
程以来， 慈利县已累计投入资金
2800 万元， 添置垃圾清运车 60 辆，
清除陈年垃圾 15000多吨， 发放宣传
挂图、 倡议书， 设置固定宣传牌等不
同形式的资料（牌） 30余万份（块）。

展望未来， 任重道远。 拥有真诚
为民的情怀， 承载着梦想的慈利县医
疗卫生系统， 在县委、 县政府和上级
卫生部门的领导下， 一定会迎来更加
辉煌灿烂的明天。

慈利县妇保院产后康复治疗

慈利县中医医院

慈利县人民医院

慈利县爱国卫生运动协会

慈利县新农合报账窗口

尹 超 胡 潞 汪 俊

张家界市精神病医院 （本版图片由张家界市慈利县卫生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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