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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奔波，无需长时间排队等待，只要
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 坐在家里就可以向

“三甲”医院医生求医问诊……
10月12日，湖南省首家由“三甲”医院

支撑的网络医院在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湖南省脑科医院）正式上线运行。老百姓
足不出户，即能与“三甲”医院名医“面对
面”问诊，还能在连锁药店直接购药并享受
专业的用药指导等服务。

开设精神科、心理科和全科
诊室，目前免费服务

“除了危急重症、突发疾病和需要检查
才能确诊的病症外，诸如稳定期高血压、糖
尿病等慢性病的随访、 复诊以及心理咨询
等，均可以通过网络医院来完成。” 湖南省
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李强介绍， 网络医院
服务范围，主要针对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
病， 以及精神心理类疾病的相关咨询及用
药指导。

记者在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看到，网
络医院设有实体诊室，目前设置了精神科、
心理科和全科诊室，医生的诊疗桌上，只有
一台装有视频系统的电脑，医生头戴耳麦，
通过远程音视频的方式，为患者提供服务。

随后， 记者在电脑上登录湖南省第二
人民医院网络医院官方网站， 可看到有哪
些医生在线， 完成实名制注册后， 选择就
医，即可与医生“面对面”咨询。

李强介绍， 网络医院均由该院副主任
医师和主任医师资质的医学专家轮流坐
诊， 服务平台主要通过家庭用户、 零售药
店、 医联体成员单位和社区医疗卫生服务
中心四种途径为大众提供服务。

“目前是免费服务，将来会根据物价
局的标准收取一定的诊疗费。” 李强透
露， 医院已在部分药店设立了网络就诊
点，未来将逐步扩增连锁药房就诊点，患
者在设立就诊点的连锁药房， 通过视频
就诊后，获得医生开具的电子处方，凭电
子处方在药房直接拿药； 还将逐步覆盖
各企事业单位和大中专院校的医务室；

除了方便个人网络就诊外，对医联体成员
单位和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的危急重、
疑难病例也提供远程会诊服务，并为患者
双向转诊提供便利。

如何保障医疗安全，规避医
疗风险？

“心理诊疗是我们网络医院的特色服
务。”网络医院负责人曾宪祥介绍，很多人
对心理或精神类问题有偏见，除了传统的

“病耻感”之外，不知道该如何求医也是原
因之一。有了网络医院，心理和精神疾病
患者不用“抛头露面”就可以及时与心理、
精神科专家直接交流， 毫无压力轻松就
诊。

“网络看病，无法面对面对患者进行体
格检查，无法进行必要的生化检查，医疗质
量和安全怎么保障？”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生谢辉的担忧， 也代表了大多数患者的
疑虑。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谭李红表
示，网络医院是国家提出的“互联网+医疗”
行动的一个探索实践， 已向湖南省卫生计
生委报备，在医院的职业范围增加了“远程
会诊、网络咨询、健康随访”等相关网络医
疗的项目。 医院制定了相关的坐诊医师管
理规定、医师出诊管理办法、网络医院管理
规定等；患者方面需签署知情同意；制定了
相关的坐诊医师管理规定、 医师出诊管理
办法、网络医院管理规定等。

“网络医院服务范围， 主要针对常见
病、多发病和慢性病，以及精神心理类疾病
的相关咨询及用药指导。” 谭李红特别提
醒，对于躯体疾病，需要通过体格检查和借
助相关检查才能明确诊断， 建议患者直接
来医院就诊，也必须来医院就诊。当然，经
过咨询后对于此类患者， 医院会直接提供
预约方便，不用排队，通过网上的预约即可
在医院直接就诊。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处副处长
赵卫华表示，通过网络医院这个服务平台，
可以让老百姓足不出户， 通过互联网方式
享受到“三甲”医院提供的优质医疗服务。
这种医疗模式将引导老百姓形成“小病在
社区、大病到医院”的诊疗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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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中国女
药学家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
世界人民的礼物。”

连日来，全社会刮起一阵“中医风”。记者
近日走访发现， 在湖南， 传统中医药送出的

“礼物”，让老百姓少花钱解决健康大问题，成
了大家追捧的“香饽饽”。

针灸、推拿等适宜技术，覆盖
全省乡村、社区

金秋十月，正是农忙和收获的季节，45岁
的夏武已经可以在家里帮妻子做简单的农活
了，他逢人就宣传中医针灸技术的神奇。

夏武是攸县鸭塘铺人，今年5月因突发大
面积脑梗塞导致右侧偏瘫，在外地治疗1个多
月效果不明显，他回到了老家。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扎了几次针。”夏武
说，没想到用针灸治疗没多久，右手右腿开始
有劲了，半个月后竟能自己走回家了。

“我们每次测试抬手、握力之类，会和他
握手。”攸县中医院针灸理疗科周利医生告诉
记者一个小细节， 夏武出院后做了20次左右
的康复治疗，每次来康复的时候，都会主动和
医生握手，甚至会故意用力握，证明他恢复得
很好。

“每次针灸和按摩一共不到100元，还能
接受。因为离家较近，不想住院，我是门诊治
疗。”夏武说，如果住院的话还有报销，而且中
医的报销比例比其他要高5个百分点。

据了解， 湖南省近几年通过实施中医药
适宜技术推广项目，已经将针灸、推拿等23项
农村最适用的中医药适宜技术， 覆盖所有乡
村和社区，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低
廉的基本中医药医疗服务。

中医治疗优势独特， 优质资
源下沉到基层

“中医药在治疗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
以及疑难杂症上有其独特优势。 如在骨伤科
方面，病人痛苦少，疗程短，恢复快，而且价格
低。” 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国忠介
绍。

据调查， 以中医为主的治疗方法平均医
药费，大大低于以西医为主治疗的方法。如有
些骨折病人， 以手法复位等中医治疗手段为
主所需费用大约300至600元， 而以西医手术
治疗总费用高达近万元。 在一些常见病的治
疗上，中医治疗费用要比西医治疗平均低1/3
以上。一些颈肩腰腿疾病，通过采用针灸、推
拿等中医药综合治疗， 花几百元就能取得明
显的效果。

目前，我省中医领域共有骨伤科、肛肠科
等10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为推进优质中医
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和第二附属医院分别成立了心血管
病科、针灸推拿科、骨伤科、肛肠科、肿瘤科、
中西医急诊急救共6个专业联盟。

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邵湘宁介绍，
成立专业联盟是为了加强专科协作， 推进中
医药医疗联合体建设， 通过开展医师多点执
业、分级诊疗制度探索，引导中医药人才、技
术、管理资源合理流动，提升基层公立医院服
务能力与水平。 全省将逐步开展省内流动专
科医疗，实施专科帮扶；在专科联盟内推行分
级诊疗和纵向流动的多点执业机制； 建立专
科远程会诊、专科制剂省内调剂使用等。

民族医药“叫好叫座”，但后继
乏人

在永顺县石提镇， 哪家孩子消化不良患

了疳积，就会找土家医周青松。
用熟鸡蛋，去三分之一的蛋黄，加上几味

新鲜的中草药和桐油， 在小儿肚脐上滚动治
疗，一个疗程3至5次，约30元左右，娃娃就能
恢复健康。

这是周青松从父亲那继承的提风疗法，在
他的家族世代相传两百多年。如今这种技术已
经作为土家医适宜技术，在全国土家族地区推
广。

民族医药是我国各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
是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年来，民族医
药特别是土家医、苗医后继乏人的情况，让从
事民族医药研究30余年的中国民族医药学会
土家医药分会会长田华咏，深感担忧。

他给记者列举了一组数字：20世纪80
年代，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有各类民族医
药人员1850人， 其中土家族医药和苗族医
药人员占75%。然而，30余年过去，民族医药
从业人员只剩四百多人， 且近一半为60岁
以上。

“年轻人宁愿出去打工，也不学民族医学，
因为学成之后难以坐堂行医，无法维持生计。”
田华咏说，民族医药从业人员剧减，年龄老化，
已严重威胁到民族医药的传承和发展。

田华咏告诉记者，民族医药从业人员对专
科专症经验丰富， 但是缺乏系统的西医知识，
因而很难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2009年实
施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土家医药苗医药
保护条例》， 对当地村医从事民族医药诊疗服
务的资格有了认定，但其他的土家医苗医医生
并没有专门的民族医考试，目前设立的民族医
考试只有蒙医、藏医等。

为了留住民族医药的根，他们加大了对
民族医药文献收集整理工作， 开展对土家
医、苗医、侗医等民族医药的专长绝技收集
整理工作。

少花钱，解决健康大问题
———聚焦湖南中医药事业发展(下)

“互联网+医疗”：轻点鼠标即可免费问诊“三甲”
医院医生———

湖南首家网络医院上线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曾晓风 王庆永）近日，在湖南邵东一中举
办的首届“大学日”活动中，清华大学、中山大
学、上海交大等24所高校的专家、教授代表与
邵东一中2016届高三毕业生进行了精彩的互
动。

专家、教授先后走进该校23个高三班级，
为学生播放各高校精心准备的专题片， 并由
教授进行奠定人生信念、 激励扬帆起航的激
情励志演讲。学生们踊跃发言、与高校教师进

行热烈地互动。
此次邵东一中别出心裁、 创造性地开展

“大学日”活动，旨在通过高校与中学“大手拉
小手”，进一步帮助学生认识高校、了解高校，
提升学生的抱负水准， 培养学生的生涯规划
能力。该校高三年级组教学主任卢正雄说：“我

们希望大学来的教授、 博士为我们高三的学
生，树立人生的目标与方向提供帮助。”

据悉，邵东一中创建于1905年，是湖南省
示范性普通高中，在校学生6700余人，是全国
36所知名高校的优秀生源基地， 也是清华大
学湖南省14所领军计划实施学校。

高校到中学“传经送宝”
邵东一中举办“大学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