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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蓉 金原

派出34批次82名专家、 远程会诊
518人次、培训骨干医生79人、指导开展
90余项适宜新技术。这是湘雅医院对口
帮扶绥宁县人民医院10年的一组数据。

一个是地处湖南省西南边陲的贫
困县人民医院，一个是医疗水平处于全
国前列的三级甲等医院。2009年12月，
一份帮扶协议让双方牵了手。

10年帮扶，不仅让绥宁县人民医院
打了一场“翻身仗”，迎来发展的春天，
更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医
疗服务。

10月31日， 湖南日报记者来到绥宁
县采访，记录点点滴滴。

“湘雅来的医生就是敬业”
10月30日下午3时30分下手术台，

深夜10时赶到绥宁，31日早晨8时出现
在了绥宁县人民医院的病房。这是湘雅
医院妇科副主任曹兰琴教授的行程。当
日，记者在她脸上看不到一丝倦怠。

“湘雅来的医生就是敬业。”绥宁县
人民医院院长龙健安感慨地说，每一位
来到绥宁的湘雅医院医生，不管是巡视
病房、坐门诊，还是指导医生，都是不厌
其烦地解答每一个疑问，“没有一点省
城名医的架子。”

“我印象最深的是神经内科专家张
乐教授，2011年驻院帮扶， 原计划是8
个月时间， 驻院5个月的时候被派到美
国学习。没想到学习一结束，他就打电
话说还要来待3个月。”龙健安说，当时
绥宁县人民医院面临经营困难、人心涣
散的局面， 亲身感受到湘雅医生的敬
业，也逐渐改变了医院里一些医生的工
作态度。

“说实话，以前我们这里的医生责任
心不强，手术后病人家属经常找人不到。
在湘雅医院的指导下， 我们的医德医风
建设大大加强，医生术后必须进行查房，
病例书写、 医护流程也都得到了规范和

落实。” 绥宁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邓泽亮介绍。

送进来的病人不用再转出去
一所医院想要赢得患者的信赖，关

键靠医术。
10年前的绥宁县人民医院治疗水

平不高。以当地常见的头部外伤病例来
说，抬进医院的患者，绝大多数又抬了
出去。由于绥宁地处偏僻，不少患者在
转院过程中离世。

湘雅医院在诊疗技术上精准对接，
科室点对点帮扶。派出湘雅医生来医院
教、选送绥宁医生去湘雅学，医疗团队
整体培训……在湘雅医院的帮扶下，绥
宁县人民医院的医疗水平直线上升。

“我们科室5名医生都去湘雅学习
过，我去了3次。以前，脑外伤血肿清除、
去骨瓣减压术这类手术全科室只有我
能做。去年开始，我们全员都能做。”邓
泽亮说，如今送进来的患者不用再送出
去了， 科室47张病床有92%的使用率，
有的时候还要加床。

发展新技术，也是湘雅医院对口帮
扶的重要内容。终末期肾病腹膜透析治
疗、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静脉溶栓治疗、
纤支镜肺泡灌洗等90余项新技术先后
在绥宁县人民医院落地，让绥宁县人民
医院实现了与湘雅医院的同质化治疗。
神经内科主任李永顺说：“常见的脑卒
中、脑梗、癫痫等病例，以前基本上治不
好，现在治愈率已达到80%。”

远程会诊，是提高医疗水平的又一
个利器。电脑的这一端是患者，另一端
是省城的专家。不用辗转路途，也不用
排队排号，绥宁县人民医院的患者杨美
贞就享受到了这样的便利，“经过湘雅
医生的指导治疗， 我的胸闷气促好多
了，没想到在绥宁也能让省城的名医给
我看病，太方便了。”她说。

绥宁县人民医院医疗水平的提升，
也让分级诊疗不再是一句口号。

在绥宁县人民医院分级诊疗科，记

者看到，转出去的病人逐年减少，而从上
级医院转入的病人在逐渐增加。 因车祸
受伤的绥宁患者肖立波， 在县人民医院
实行急诊手术， 后通过绿色通道转去湘
雅医院治疗， 治疗后又转回县人民医院
康复治疗，日均费用由5000多元降到了
300多元。

为医院的发展注入“湘雅力量”
得益于湘雅医院的对口帮扶，绥宁

县人民医院的业务指标、 学科建设、队
伍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8年1月
至9月， 该医院门诊量同比增长22.5%，
住院人次同比增长11.8%， 手术台次同
比增长14.17%， 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4.17%。

龙健安介绍，伴随医疗水平的持续
提升，患者满意率也年年提高，近5年医
疗纠纷发生率仅为0.175‰。2017年年
底，绥宁县人民医院成为湖南省首批10
家“平安医院”创建示范单位之一。

“对口帮扶绥宁县人民医院，我们
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湘雅医院
院长雷光华介绍， 接下来将继续推行

“12345”湘雅模式，即始终坚定一个目
标：持续提升受援医院水平、切实助力
分级诊疗； 坚持两个原则：“精准帮扶、
务求实效”和“主动谋划、重在造血”；畅
通3个渠道：派下去、送上来和互联网；
聚焦4个重点：医院管理、专科建设、技
术提升和人才培养；培养5类人才：管理
干部、科室主任、业务骨干、住院医生、
技术团队。将“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
相结合，为绥宁县人民医院的发展注入

“湘雅力量”。
省卫健委副主任龙开超充分肯定

了湘雅医院对帮扶绥宁县人民医
院取得的成绩。他说：“湘雅医院是
湖南医疗体系的龙头， 起着引领、
支持和示范作用。希望湘雅医院通
过帮扶绥宁县人民医院，探索出可
复制、可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的模
式，让更多的老百姓获益。”

邹水 徐典波

两个朴实的骨髓捐献者， 仅是岳阳凡人善举海
洋中的两朵小浪花，感动的却是3座城!
� � � � 11月5日，两位来自岳阳的80后小伙，在深圳市
第二人民医院无偿捐献出自己的“生命种子”───
造血干细胞，传递着人间大爱的生命之光。他们一位
是退役二级士官陈吉林， 另一位是烈士的弟弟向再
福。 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信念： 用自己的“生命种
子”，挽救素昧平生的白血病患者。

8时30分，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非亲缘造血
干细胞捐献分离室内，捐献者陈吉林、向再福配
合医护人员，开始造血干细胞采集。整整4个小时
后，陈吉林、向再福分别成功完成了231毫升、315
毫升造血干细胞采集。随后，“生命种子”通过航
运至重庆、北京，分别注入了一位患白血病的38
岁男子和另一位12岁孩子的体内，两位患者迎来
了生的希望。

陈吉林1988年出生， 是平江县南江镇人，大
学毕业后应征到甘肃某部空军服役直至退役，后
开始在深圳创业， 他读书时就开始无偿献血。向

再福1984年出生， 是湘阴县青山岛镇国土所所
长，他的哥哥向再科生前是广东韶关某部队的连
长，在一次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中，为保护战友
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被民政部评定为烈士。这在
向再福心中埋下了善的种子，他常用参与无偿献
血等方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今年，陈吉林、向再福先后接到湖南省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其与白血病患者HLA分型初配
型成功。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捐献骨髓，恰巧
被安排在同一天。捐献前连续4天，陈吉林、向再福需
注射动员剂，他俩的妻子都在身边悉心照顾。向再福
的反应比较大，整晚睡不好，他的妻子肖丽娟常给他
做按摩，为他鼓劲加油。

“感谢您给了我丈夫第二次生命……”接髓的
吴医生从重庆带来了患者妻子写的感恩信。 陈吉
林夫妻从信中得知，患者是一个普通工人，有两个
未成年的孩子，生活相当窘迫。陈吉林的妻子傅依
民当即代为回信鼓励， 夫妻俩还请吴医生为患者
带去了5000元善款。前来慰问的深圳市平江县商
会秘书长朱会初看到此情此景， 感慨地说：“他俩
的故事感人，人间有大爱啊！”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左丹）今天，何梁何
利基金2018年度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学院
院士、湖南大学教授谭蔚泓，因其在生物分析化学前
沿研究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
学与技术进步奖”。至此，我省已有包括袁隆平院士
在内的26位科学家获得“何梁何利奖”。

谭蔚泓教授是国际化学生物学与分析化学
领域的领军人物。 他提出了核酸适体活细胞筛
选的新概念， 建立了以活细胞为靶标的核酸适
体筛选方法， 为解决生物医学研究中细胞分析
缺乏分子探针的难题开辟了新途径； 提出了核
酸分析化学新原理， 利用核酸适体发现了白血
病等癌症的疾病相关蛋白， 建立了这些蛋白的
定量分析和光学成像新方法； 探索了纳米生物

学和分析化学交叉研究新方向，构建了新型纳米
颗粒，开发了DNA胶束、DNA水凝胶生物纳米新
材料，结合核酸分子工程发展了多种信号放大新
策略，为分子医学和分子诊疗提供了全新的工具
和一些新的理念。

何梁何利基金是由香港金融实业家何善衡、梁
銶琚、何添、利国伟先生共同捐资4亿港元，于1994
年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益性科技奖励基金。24年
来，我国共有1306位优秀科研工作者获此殊荣。

此次共有56位科学家获得2018年度何梁何利
基金科学与技术奖，包括“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名、
“科学与技术进步奖”37名、“科学与技术创新奖”18
名。谭蔚泓是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化学奖获奖者，也是
今年我省唯一的获奖者。

为贫困县医院
注入“湘雅力量”

科教前沿 岳阳两位80后小伙携手捐献造血干细胞———

“生命种子”传大爱

谭蔚泓获2018年度“何梁何利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