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宁：“管‘闲事’
就是我最快乐的事”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从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改革， 到启动
省级深化医改综合试点， 湖南医改以敢为人
先的魄力，勇挑医改“排头兵”责任，为全面推
进健康湖南建设提供保障， 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不断增强。

8月1日，2017年第7次省医改办主任办公
会在长沙召开。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今年以
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我省稳步推进
深化医改工作，在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建
立分级诊疗制度等重点改革领域不断取得突
破进展。

探路分级诊疗，打造合理就医
新格局，破解群众“看病难”

7月中旬，34岁的岳麓区咸嘉湖社区居民
陈博， 因为突发胰腺炎住进社区医疗服务中
心，由于病情严重，社区医院确诊后，立即通
过医联体办公室， 当天就将他转诊到了一家
市级三甲医院。“多亏抢救及时， 我很快就能
康复了。”陈博说。

医联体是指区域医疗联合体， 通常由一
个区域内的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社区医院、
村医院组成。近年来，我省围绕建立分级诊疗
制度，探索建立医疗联合体运行新模式，促进
优质医疗资源向下沉和横向流动， 让老百姓
看病“小病不出村”“重病帮转诊”。在长沙市，
7家市属医院与29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
紧密型医联体， 市财政对每个医联体补贴30
万元，市级医院在基层设置“名医工作室”、开
设联合病床等，提高基层医疗水平。

医联体模式向整合资源要效率， 我省充
分发挥大医院“龙头”作用，精准帮扶基层。湖
南省人民医院打造了我省首个省级医疗联合
体，对口支援医院5家、对口支援社区10家、定
点指导医院28家、 中医急诊急救联盟单位60
家，覆盖了278家基层医疗机构，为基层医改

注入了新活力。
县级医院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乡村，

推进县域内医联体建设，是构建“基层首诊、
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
格局的重要途径。截至6月底，全省建立多种
形式医联体194个， 其中县域医疗共同体68
个，覆盖1000多家医疗卫生机构。

“医联体让基层医院具备准确判断和处
理疾病的能力， 让大医院进一步提升自己的
诊疗流程，为均衡和优化利用医疗资源、引导
患者有序就医，提供了重要路径。 ”省医改办
有关负责人说。

� 力破“以药补医”，建立医院
运行新机制，缓解群众“看病贵”

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的“硬骨头”。改革
中， 我省围绕运行机制、 薪酬制度等关键环
节，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让更多人分享改
革成果。

2016年10月1日起， 全省实现14个市州
城市公立医院“三同步”综合改革全覆盖，247
家县级公立医院、189家城市公立医院， 同步
实施取消药品加成、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医保支付方式三项政策措施， 建立科学合理
的公立医院运行补偿机制， 从而有效控制医
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从根本上缓解群众“看
病贵”的现状。

针对药价虚高这一顽症， 今年我省所有
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购销全面实行“两票
制”，规范药品购销秩序，压缩中间环节，降低
虚高价格。在此次会议上，记者还了解到，我
省正制定《湖南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省际价
格联动工作办法（实行）》，采购价标准拟在全
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布执行的有效中标（挂
网） 价最低三省的平均价、 与我省现有中标
（挂网）价取低值，每半年调整一次。此举将进
一步降低药品虚高价格， 切实减轻群众看病
医药负担。

� 推进“三医联动”，构筑百姓
就医“兜底网”

在持续深化医改过程中，我省坚持医疗、
医药、医保“三医联动”，构筑百姓就医“兜底
网”。

近年来，全省城乡医保在筹资标准、补偿
方案、报销目录、信息系统、基金管理、定点医
疗机构评审标准“六统一”政策全面落地，城
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由每人每年420元
提高到450元。

“大病保险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永州道
县乐福堂乡村民周革花因全身严重烧伤，两
次住院治疗，共花去医疗费用50万元，新农合
报销了15万元，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再补偿
23.5万元，共计补偿38.5万元，免除了他的倾
家荡产之灾。目前，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大
病保险已实现全省所有市、县“全覆盖”。

在支付方式改革上，我省积极推行以按病
种付费为主，按人头、按服务单元等复合型付
费方式。截至目前，14个市州有8个市按病种付
费达到100个左右， 全部纳入医保。 预计今年
底，全省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都将推行一定
数量的按病种收费，切实给患者带来实惠。

大病集中救治一批， 慢病签约服务管理
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这是全省为确保贫
困人口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全面实施的“三
提高、两补贴、一减免、一兜底”综合保障措
施， 对贫困人口和特困人口大幅提高医保报
销比例，针对个人缴费部分，财政给予不同比
例的补贴，全面解决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问题。

2017年8月2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张杨政治·文教11

1"#$%&'()*+,
-./0123456789:;<1=

!"#$ ! # " % #$%&'()*+,-.*/01%
&23456789(:;<=>?@45ABCDE0F
G(HIJKLKMNO<PQRNSTUVWXY$Z[
\]^U_0`abcd\]^efghijklm

!!!"#$%&!!&#$ n ' " $ op
"!!"'$()!%&'()*+,-.*qRrs
#!!"'$*+!%&23456789(:tuv
$!efwxyz{|}\]v~���8���Q�

��b���Y���tu�����u�O
%!,-.!�������$,-/0!&$(#)''*&'$#!�

''*&'$#($ 12(3! %&'(�*+,-.*qRrs
�%&'+,-��� !+&��

456789:;<=9
"&!' > ( ? " @

! ! "# "# $%&'()*+,-&./0123
456789:;#<=>? $%$&' @ABCDEFGH

IJ?K# <=>L@MN./012367OPQ
RST./0123A67U,HV>?WX/YZ[#\
]^_`aAbcd^#efTW<=01ghaQ2iT
W0j<=aklmnoQp2TW4<7qaqrstuQ
e3TWvwxayz{|}~�Q?��.A234�
�Q��<=./01234��H

->����.A��./0123A�����
����Ast��Q ��T./012367���

W��a���W ¡aH ¢>£¤e¥AW¦§A¨/¨
©aª>OP«e¥AW¬® °̄±²³´µ¶· °̧¹²a
{º»Q¼½¾¿SunAÀÁÂÃÄQÅ¾TÆª&ÇÈ
A¿ÉÊËH !!"#" #$%&'#

!"#$%&'()*+,

!"#$%&'(!"#$ '!")*+,-./012
3456%789:;<=>?@(A8;BCD%#"&E
"'&( FGHIJ!"K89:;<=>?@LMNO%&
'./P.QRSTU!8;VWX%#")Y"' F-HIRZ[
./01\]^ %### _`[ abcdefghi+j2
klm./n3opqrJj3qrs %#") t * u %% v
wx ( q ## yUz{qrG[j|}~s!"K+���
����j|�U!"K��,K��� ' �Gl

�����Qn3���6%723n3�����
�+����������� !"K23n3�����
+���!"K��� �¡¢£¤M¥¦l

!"#!!"#*#§0¨©�ª+«
!"$%&'!6%¬2k®£�ª+¯

!"#$ ( % ) ! *

+,-./01"&'"( 1+,2345#6789

!:4;

!"#$%&'()*+,-./0%(1234
56789:;<=>?@A!"#$%&'( BCDEFGH:
IJKLMNO )%*'+ PQ: RSTIJU89HVW
XYZ[\]^_`ab:cdefLbghiLbj

klmInopqrsabLbtuv,,--./
00111234554672,869627:;2<67w xy_zM{|}tu
v,,--./001112<=77>?27:;2<67w q~=�>�+�v
,,--./001112,6@A@B27:;2<60@B>17������j

!"#! xy!��Y�*����GHLM��
_� !"#$ $ % % ! &

!"#$%&'()*

!"#$%&'()*+,-./01234567
89:;,<=>? 45@A#BCDEFGHFIII
!"#JKELMNO&PQRST01SUVWXB
Y)?Z[\]^_ !"## `ab?.=cd:efgJh
ijEj5`kl89?mn26$%copqrsTt

uvOwxyz!"#$%{|() *+,-}~
{$$$%&'()*%&+()��t

!"#$%!&'"()*+
!"#$ , % - ! .

!"#$%&'()*

!"#$%&
!"#$%&'()*+,-./0$%&123

45678+,-.9:;<=> 0$%&'()*+
,-.?@A:;0$%&1B345678+,-
.C:;D0$%&'E)*+,-.FG>0$%&H
B345678+,I.JKLM> 0$%&HBN4
5678+,-.9OPOQR0$%&'()*+,
-.STU VWX:;YBI.OPZ9:[P\>]^
-_`abcd !" cef:;YB-.9OPZghi
jk-.lmOQnopqrs9tWU

!"#$%&'()*+,
-./0! #$%&'("&((!!() ) ) ) ) -.1!uvw
!"#$2/345678)*+,
-./0!#$%&'("&((!"#) ) ) ) ) ) -.1!xy

*#&$ 9 ( : * ;

'()*+,%&
z"^-.E{|}~^-.|}JK�LM�U VW

XOPZ9:[P\~ ]^I_`abcd !" ce~O
PZs�^I.l��h�����aOPU

<+,=>?2@! 0$�����������
+++ �

AB!!&####) ) -.1!�� 3C!#$%&'("&((!!,
!"#$D/E45678)*+,=>?

!!"#$!

!"# $%&'()*+,-./01234567
89:;<= <>? ! @6789ABCDEFGHIJ
KLMNOPQRNOS#TUVW ! @XY"Z[\]^
_`aQ#bcdefeghi8Njk#lmn)oYp
qNO#rsXYt^Hu@vw=

xyz{#'()|}~BYp��M����R��
���#���s���u������RNO�����
�#����u�Yp�Mf�oM���MNO�qM�� 
¡H~B¢£#¤�¥rsE¦§XYHt^=¨©ª#n)
«+¬~BYp§®\RXY®\ "#¯# °±®\²³
"$´#T? %µ~Bs�Eo¶8N= "%&'#

!"#$%&'() *+, -.(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脱冬

� � � � 名片
杨宁，1984年12月生， 汨罗市人。2015

年， 任岳阳市岳阳楼区洞庭街道卫计办主
任至今。工作上，她从不分分内分外，每天
忙得不亦乐乎，大伙都称她“管闲事的杨主
任”。

� � � � 故事
7月27日上午，烈日似火。杨宁带着同

事郑姣荣、 宋春辉来到洞庭湖大桥A1标项
目部，为农民工送矿泉水、藿香正气水、菊
花，免费测量血压、血糖。“您的血糖偏高，
要少吃甜食。” 望着汗流浃背的贺年银，杨
宁嘱咐道。

街道卫计办主任也管农民工？“计生服
务应当均等化， 让流动人口享受与户籍人
口同等的健康教育、 基本医疗卫生及计生
技术服务。” 杨宁说，“农民工多是外地人，
我希望通过均等化服务， 让他们感受到家
乡般的温暖。”

在杨宁看来， 计生工作不是简单的搞
宣传、送药品，更多的是为群众送去关爱。
针对人口居住分散、 计生信息变化快等特
点，杨宁和同事按照人口性质进行分类，弄
清并掌握了辖区人口现状和计生工作信
息。3年来，她跑遍辖区内每家每户，对特困
家庭、失独家庭情况了然于胸，及时为他们
排忧解难。

杨宁管的一件“闲事”很典型。吉家湖
社区居民黄佳勇多年前做“男扎”手术引发
腰疼，怕冷，无法干体力活。杨宁跑了3个
月，为他争取“生育关怀”资金，还动员志愿
者彭春喜常年帮扶他。

“失独家庭更需精神抚慰和生活照
顾。”杨宁说。洞庭社区居民任桂香系失独
家庭，她本人患有石骨症，多年卧病在床，
生活艰难。杨宁有空就去任桂香家，送点日
用品，帮她做饭、洗衣。任桂香逢人就夸：
“杨主任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有她，我不
再孤独。”

小病拖、大病扛，是很多困难居民的无
奈之举。汤女士被查出宫颈癌，患有更年期

综合症，因困难而迟迟没做手术。杨宁将她
的情况报告有关部门，争取帮扶。汤女士终
于做了子宫全切术。杨宁又为她申请低保，
并自掏腰包慰问她。“杨宁把民政部门的事
都给‘揽’了。”洞庭街道工委书记徐佳说。

优生优育说起来容易， 出生缺陷却防
不胜防。洞庭社区女孩钟莹，出生时脑部缺
氧导致脑瘫，10岁了还无法独立行走，嘴角
不停地流口水，每天要更换十几个口水巾。
为了帮助这个家庭， 杨宁自己多次买口水
巾送给她， 还帮钟莹向区红十字会争取帮
扶资金。

为了降低新生儿缺陷率， 杨宁自学了
有关染色体病、基因病、分子病、遗传病等
医学知识。“学得很难， 毕竟不是这个专业
毕业，但多懂一点对工作有益。”她捋捋头
发，目光中透着睿智。

捕捞社区“90后”新婚居民龙伟备孕期
间， 杨宁叮嘱他：“一定要做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哦！ 有些隐性疾病是毫无症状的。”她
还驾车带他到计划生育服务站做了检查。

杨宁就是这样悉心服务居民， 避免发
生因可控原因而导致的新生儿缺陷。 她告
诉记者：“自我任卫计办主任以来， 我们街
道没出现过一个新生儿缺陷案例。”

在别人看来， 杨宁做的很多事都在职
责范围外。杨宁说：“管‘闲事’就是我最快
乐的事。”

科教前沿

湖南医改，让百姓拥有更多获得感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左丹） 湖南
省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二批录取工作
已于今天结束。 该批次在湘招生计划为
86508人， 截至8月1日15时， 实际录取新生
87137人（含预科班、 高水平运动队等）。

今年我省对本科二批的平行志愿结构
进行了调整， 本科二批平行志愿的学校个
数由原来的5个增加到10个， 考生直接志
愿满足率进一步提高。 据统计， 今年我省
本科二批平行一志愿按计划和投档比例应
投86287人， 实际出档77865人， 出档率达
90.24%。 7月27日， 全省共有26867位考生

填报了本科二批征集志愿， 共录取考生
9262人。

今年， 我省本科三批录取安排在8月2
日至8月7日进行， 参加该批次录取的院校
共计176所， 计划在湘招生23255人。 为尽
可能保证三本院校的生源和考生升学的需
要， 本科三批设置了一次征集志愿， 征集
志愿时间为8月5日8时-18时。 本科三批第
一次投档没有被录取的考生要及时填报征
集志愿。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 在录取
期间应保持手机、 电话畅通， 以便招生院
校及时联系。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唐梦辉 王泽芳

草草几笔，一块胫骨顿时跃然纸上，活灵
活现。7月31日上午， 长沙市第三医院36岁的
骨科医生周伟力正在给一位即将手术的患者
进行术前沟通，他一边画一边讲解手术方案，
患者和家属在一旁静静聆听。

“我是一名骨科医生，几乎每天都要做手
术，这样的沟通几乎每天都会有。”周伟力告
诉记者，用绘图的方式和患者、家属沟通，他
已经坚持了6年多。他手绘了上千幅手术方案
图，让没有任何医学常识的患者也能“秒懂”
手术。这项“独门绝技”，获得了患者和同事的
好评和点赞。

从小喜欢画画，偶然机会运用
到临床

周伟力从小就喜欢画画， 这得益于父亲
的影响。“爸爸喜欢书画， 家里很多书画类书
籍。”周伟力告诉记者，高中毕业的时候本来

打算学设计， 但最终还是听从父母的建议选
择了学医。

2006年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硕士毕业
后，周伟力来到了长沙市第三医院工作。让他
没想到的是，在工作多年后，竟能将儿时的爱
好运用到临床工作中。 周伟力说， 这得感谢
有“高人”指点。原来，6年前的一天，长沙市第
三医院骨科名医工作室主任雷青偶然看到了
周伟力画的人物骨骼， 非常形象， 就建议他
“可以用在术前谈话中”。

一语点醒梦中人。 周伟力按照雷主任
说的， 开始尝试着在术前谈话前花点时间
将手术方案画在纸上， 然后拿着手绘的手
术方案图跟病人讲解。“病人很容易就听
懂了，非常满意 。”爱好和工作两不误 ，还
有助于工作， 这样两全其美的事情， 让他
乐此不疲。

从手绘到软件绘画，好评如潮
“刚看到他画的画时，感觉非常震撼，真

的很厉害。” 周伟力的同事刘文前告诉记者，
刚开始时，周伟力主要用铅笔手绘，现在他开

始在电脑和手机上用绘画软件画。
周伟力介绍，画一幅手绘图，一般要一两

个小时，而简单一点的素描画，要半个小时左
右。当然，如果画简单一点的示意图的话，可
能几笔勾勒一下，也就可以了。

“刚开始我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怎样，也
不知道手术怎么做， 心里一堆的问题和担
心。”长沙的侯先生最近因为一场车祸导致胫
骨平台骨折，需要做手术切开复位。

术前， 周伟力就是用绘画的方式跟侯先
生讲解具体的手术方案。侯先生告诉记者，周
医生的方法很好懂， 很快他就明白了自己的
病情以及手术的步骤。令侯先生惊讶的是，术
后拍片的图片跟周伟力术前方案画的图竟然
高度一致。

据悉，6年时间里，周伟力给患者、家属手绘
手术方案图千余幅。现在，他还将此爱好应用于
医院科研创新工作的专利设计图绘制中。最近，
医院刚获得的一项发明专利“个体化截骨导板
套件及其设计方法”
里面的图片， 就有周
伟力的一份功劳。

“独门绝技”让患者“秒懂”手术———

长沙医生6年手绘千幅手术图

普通高校招生本科二批录取工作结束
录取新生87137人

杨宁 图/张杨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089 3 2 1 9 5 3 5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10939831.17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206 3 7 5
排列 5 17206 3 7 5 4 6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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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8月 1日

第 2017206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031 1040 1072240

组选三 717 346 248082
组选六 0 173 0

3 4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8月1日 第2017089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1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5048354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6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3 32834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026
49435

1003431
8129858

40
1795
36827
292910

3000
200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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