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记者 易禹琳）
今天上午，520名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
齐聚马栏山， 见证我省大型文化扶贫项
目———“芒果视听文化站”千村万户计划正
式启动。 当天， 在麻阳苗族自治县楠木桥
村，正在举行“芒果视听文化站”首个试点
站揭牌仪式。据悉，该项目由湖南广播电视
台主办，湖南金蜂音像出版社具体实施。

据介绍，“芒果视听文化站” 千村万户
计划是通过联合捐赠的形式， 拟分批为全
省每个扶贫点捐建一个芒果视听文化站，

配备价值100万元全覆盖贫困户家庭的电
视机、 影碟机和3000套以上音像作品，免
费开放供村民使用， 以此加快深度贫困地
区的文化建设，丰富村民文化娱乐生活，补
齐“精神短板”，达到“扶志”和“扶智”作用。
到2020年，“芒果视听文化站”将惠及上千
个村，数十万人。

启动仪式上，岩锣村、管竹村、十八洞
村等全省9个扶贫点被列为首批“芒果视
听文化站”试点单位，并分别获得价值100
万元的捐助。

“芒果视听文化站”千村万户计划启动

“温暖有你·快乐出发”
为孩子建“快乐教室”

科教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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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周蓉荣 刘鹏

“工作10年， 我第2次出门学习。”9月8
日，资兴市某医院放射科医师王标感慨地说，
这次能够获得全免名额来参加中西医结合影
像诊断规范与技术新进展学习班，实属难得。

在刚刚结束的2018年湖南省中医药和
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影像专业委员会年会
上，与王标一样获得培训机会的，还有来自全
省其他基层医院的30名医护人员。在本次年
会上，讨论酝酿建立区域影像中心的可行性，
目的是让“临床医生的眼睛”看得更远。

影像科是“临床医生的眼睛”

影像检查作为一种重要手段，在许多疾病
确诊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放射影像
检查结果正确与否直接影响临床医生对疾病
的确诊。湖南省影像专业委员会主委、省人民
医院放射科主任刘建滨说：“医学飞速发展的
背后，不乏影像人艰辛的付出。以前大部分患
者只对临床医生有印象，认为拿药开刀的才是
医生。其实，影像科是‘临床医生的眼睛’。”

医技检查中，CT（计算机断层扫描）、
MRI（磁共振成像）、DR（数字X线摄影）排长
队是“老大难”问题。 一方面是三甲医院排长
队， 而另一方面是基层医院大量的医疗设备
长期闲置。中国医学装备协会2017年的统计

数据显示， 中国基层医院医疗器械使用率低
于40%，部分县级医院每天CT检查最多只有
7位到15位患者。

“其中的落差正是我们要努力填补的空
白。”刘建滨表示，在医改的推动下，分级诊疗
体系的建立势在必行。如果想达到“大病不出
县、小病不出乡”的理想状态，依托互联网的
远程医疗服务必不可少。 医学影像诊断凭借
其影像阅片无需与患者当面会诊的方式，在
远程医疗中具有独特优势。 建立区域影像中
心，提供专家远程阅片、远程会诊等服务成为
行业发展趋势。

在年会上，刘建滨公布了“上接天线，下
接地气”的两个举措：其一，让基层医院上接
天线，筹备成立影像区域联盟，联盟单位可以
在自己医院做检查， 提高基层医院设备使用
率，远程发报告给省内知名专家审核。一旦疾
病确诊，有条件的可以在家门口医治，以免患
者来回奔波。其二，让国内知名专家、省内顶
级专家接地气，讲座办到基层去。

实现“影子科室”到“中转站”转变

影像科是医院最重要的检查诊断治疗科
室，患者进入医院之后，从这里开始分流。影
像科承担了中转站的角色。

中转站因人手不够，造成大量“拥堵”。这
是医院排长队的主要原因之一。有数据表明，

目前我国医学影像数据的年增长率约30%，而
医师的增长率只有4.1%。以湖南省人民医院为
例，尽管已经简化流程，自助打印，但每个医生
平均一天要看80至100份CT报告或60至80份
磁共振报告。如果每份报告花费七八分钟，至少
需要10个小时才能全部看完。

如何更好地发挥好中转站的角色？ 湖南省
人民医院放射科在年会上介绍了他们的做法。
该院率先在全省实行检查结果自助打印， 并开
展一站式预约、分时段检查，大幅度精简了人力
物力，让流程更简便。刘建滨说：“在患者预约以
及排队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经常咨询的问题重
复率很高， 技师与工作人员要花大量时间与精
力解释回答， 影响工作效率。”2017年年初，该
院放射科统计了患者咨询的高频问题， 配以简
单明了的解释说明后，与预约单一起发放。从细
节着手， 给工作人员减负的同时改善患者就医
体验。此举效果明显。2008年，湖南省人民医院
一天才做40人/次CT检查； 今年， 一天已超过
400人/次。

对于影像科而言，医生、技师、护士是3个同
等重要的组成部分，缺一不可，组成最稳定的三
角形，确保影像医学向前发展。随着医改的进一
步深入，优质医疗资源也在不断下沉。影像科室
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它不但要承担大医院的中
转站作用， 还可以为区域影像中心提供有力的
支撑。刘建滨说：“先要确诊才能治疗，可以说影
像检查也是分级诊疗的基础。”

建立区域影像中心，提供专家远程阅片、远程会诊等服务成为行业发展趋势———

让“临床医生的眼睛”看得更远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记者 龙文泱 李贞 通讯员 李佳蔚
陈沐）今晚，雅韵三湘·音乐经典“百变琴魔”与交响乐的碰撞音
乐会在湖南大剧院上演。

本场演出由国家一级指挥肖鸣执棒， 我国著名小提琴家刘
霄担任独奏，湖南交响乐团担任演奏。

演出上半场， 琴声百变的青年小提琴家刘霄与交响乐团带
来了《D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这首曲目由被誉为“小提琴鬼
才”的意大利作曲家帕格尼尼所作，包含帕格尼尼独特的二重泛
音、跳弓等高难度技巧，有“炫技名篇”之称。刘霄华丽的技巧与
动人的情感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下半场，俄罗斯音乐大师柴
可夫斯基的经典曲目《天鹅湖组曲》《胡桃夹子组曲》依次上演，
富于感染力的曲调让观众如痴如醉。

“百变琴魔”激情碰撞交响乐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记者 余蓉）新学期来了，新田县知市
坪乡中心小学的孩子们惊喜地发现， 学校换上了435套崭新的
课桌椅，以后再也不用在摇晃的旧课桌上读书写字了。这是湖南
卫视快乐大本营节目组携手芒果V基金和快乐粉丝会， 推出的
“温暖有你·快乐出发”公益项目带来的爱心。

“温暖有你·快乐出发”公益活动首期启动的项目为“快乐教室”。
“快乐教室”将根据各申请学校的实际需求，为学校提供硬件资助和
软件支持为主的帮扶。新学期开学以来，“快乐教室”已将崭新的课桌
椅、音乐器材、图书绘本等物资送往了湖南新田、永顺、浏阳、桑植、新
宁和贵州黔南6个地区的学校，首批共资助10个学校。

9月8日， 观众在欣赏绘画作
品。当天，“欢无极———杨福音的绘
画艺术展”暨《福音画语》首发式在
湖南省博物馆开幕， 展出110幅人
物、山水、花鸟和书法作品以及《福
音画语》部分手稿。展览将持续至
10月6日，免费向公众开放。杨福
音，湖南长沙人，国家一级美术师。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龙文泱 摄影报道

杨福音
绘画艺术展

展出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卿建军

9月9日晚7时， 双牌县何家洞镇中心
医院蔡里口分院负责人汪顺国， 还在该镇
蔡里口村杨翠英家， 给91岁的杨翠英和她
81岁的老伴测量血压等。 杨翠英的大儿子
智障、小儿子患精神病，孙女11岁。10多年
来，汪顺国一直坚持免费给他们诊病送药，
送日常生活用品，在当地传为佳话。

面对高薪和城市的诱惑 ，
他选择留在山区

何家洞镇蔡里口村， 地处与广西交界
的大山深处，9个村、7000余人，离县城有3
个多小时车程。

1989年，21岁的汪顺国从双牌卫校毕
业，成为蔡里口村的村医。由于他刻苦钻研
业务， 工作细致， 得到本村及周边群众信
任。

7年前， 蔡里口分院的老院长退休时，
推荐汪顺国负责。就在这时，汪顺国在广东
经商的同学以10万元年薪和不菲的年终
奖聘请他。

一边是高薪和城市的诱惑， 一边是大
山群众对医疗保健的渴望， 汪顺国难以取
舍。思前想后，汪顺国决定留下。他说，人活
在世界上，不能只图钱，这里的老百姓更需
要我。为此，他的妻子一气之下南下广东打
工去了。

骑着摩托车出诊， 几次掉
进山沟

蔡里口分院，说是分院，其实一共只有
5个人，全是临聘人员，汪顺国的身份也是
每月领1500元薪资的村医。

但从以前服务1个村，到当负责人服务

9个村，汪顺国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
蔡里口，大多是山区，山高路弯。为不

耽误村民的治疗，汪顺国不分昼夜，骑着摩
托车出诊，走东村，去西村，好几次不慎掉
进山沟。

去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天下着雨。熟睡
中的汪顺国，接到付家湾村村民杨中华72
岁老母亲的电话， 她年仅6岁的孙子突发
高烧，用了很多土办法都没奏效。

汪顺国立即起床， 骑着摩托往杨中华
家赶。夜深、山高、路滑，半路上，汪顺国连
人带车掉进山沟。幸好沟不深，汪顺国只是
脚受了伤。他扔下摩托车，一瘸一拐赶到杨
中华家。

等孩子烧退了，天已放亮。第二天，汪
顺国因为受伤和过度劳累，生病住院了，但
他还不忘打电话询问孩子的病情， 托人送
药过去。

今年7月底的一天中午，汪顺国骑着摩
托车去给槐树脚村村民杨建朴看病， 一不
小心又连人带车滚向旁边的山崖， 头朝下
卡在树枝下，昏了过去。等他醒来，他想到
的第一件事仍然是出诊， 他拼尽全力爬到
路上，忍痛走了2公里，给杨建朴看了病，开
了药。

出诊近万次 ， 免费送药
1000余人次

29年来，汪顺国出诊近万次，行程20
多万公里。

这些年，他为困难群众免费送药1000
余人次、价值4万多元。另外还有2万多元
药费欠款没能收回。

汪顺国因此先后获得双牌县第四届道
德模范、2018年永州市优秀医生。

29载，他出诊近万次，行程20多万公里

汪顺国：山村好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