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陈阳 2018年11月8日 星期四
文教 14

!"#$%&'($)*+,-./0123405
6789:;<0=>?@ABCD0EFGHBIJK
LMNOPQRSTUVWXY Z[\M]^_`abc
de fghijRklHBmno./9:p;qHr
stuv1rY

wxL0`ab?p;jRklHB./yz{0|
}~12�3��ne�D.���ne������nZ
����0��jRqH����0:����<��0
�:jRqH���OY bDd12�3��0�� T
U¡¢£./�C-¤Y ¥¦�§0¨�jRklHBm
no./©ª !" «0¬®¯°± # �0P²°± $ �Y

!! " # $" #%&'(#

!"#$%&'()*+,
!"#$ %&'()*+,-./01234)5

678$9:;<=>4?@)$ABCDEFGHIJ
KL MNOPQRSTUVWXYZ[\]^_`$abc
d;Iefghijdklmnobpqrstuvw
xyz{|}~��L �N����1�56y����
m����������y���~��y���<=>
R��VRD�VR��L�N��()� �E�_y¡
¢£¤¥¦56§V¨©ª«¬£�-.¥¦56L®
N¯.°Q®E[V�±dV²mE³´yqµN¶·¸j
¹º3±d{|gB��y»,¼½¾¿(E(À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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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2345
!"#$ 6789:;<=>?@ABC#DEFGH01
2I=JKLMNOPQR;STUVRWX

()YZ[\]^_`/aYLbcdefghij
kZlbcd0m=nopbcDqrstOuvwg
(xryz{|}7~���bc�st�O���01
23�r>�X ()0}����������>?@
A�y�%����v�r����#����012I
��n� ¡O¢£¤¥¦§¨�O©Gn�MNdª«
MNd¬MNd�®MN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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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234567
89:;-<=.>?@ABCDEFGHIJ.KLMN
OPQRSTUTV.WXWYZ.[\]DH^_`ab

cdefRghijkl-R !"mij. n7opq
rs?tuv.wBxyz{|}~��|~���|~��
�|���L�|�����g����XMT[TU.WX
WYb ��9����rs��MU���|T���H�
�. ¡S¢£Z¤¥¦D�§¨JV©|ª«¬R®�.¯
°±�M²7¤³%&'(FGb !! "" ##$%&#

!"#$%&'()*
+,-./0123456!"#$%&'()*+,-./0$123435

6789:;< =>?@ABCD;EFGHIJKLM
3435 !"# NOA PEJKQRSTUM34356
7A343567:VT%WXYZ[X<

B*\]^_ $$ 67`Yab`cdef3435
67ghijAijHIkJKl6demn34356
7opq\rstf\uJKl63435vwxghy
zA12{|QRSmn35of}~35O���Yvw
�Z[c���def��N�gh�3���de���
123435672�2�m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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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 &

& & & &!"#$%&'()*+,-./0#1
2345678*9:;<,=<>?@A
B*+CDEF '% GHI J/K/??@L
MNOP&'QRSTLNOP*+CDU
V@WXY56Z[78\],^_*9
:;<,=<>` ab9cdefgh\i

!!"#$!%&$
'($"NOP*+CDU
%&$"NOPf(CDjk$l

)!*+$,-./0
$%&'()*mnopq&r /&)

stuvwxyz{|}~L �/K/?)
Q�?@�yz&�9��L W�9��7
8&+,78��r ���+,78��J
����_pq&r/&)stuvL��{
|��}~��` yz&���yz}~`

1!23*4$56
��*9:;<,=<>5678��

���_���@}�&B ¡¢�_£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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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周瑾容 吴靖

全科医生、 家庭医生签约如今成为热门
词汇。小病在社区看，大病去医院看，这对全
科医生和基层医疗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1月2日至11月3日，由湖南省医学会全
科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2018湖南省全科
医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暨湖南省全科、全
科助理师资培训班在长沙召开， 来自全国各
地的全科医护工作者及专家、 学者共同探讨
了国内全科医生的现状、培养与激励机制，着
力推动我省全科医学人才培养。

全科医生数量少， 专业能力
有待加强

全科医生主要在基层承担预防保健、常
见病多发病诊疗和转诊、 病人康复和慢性病
管理、健康管理等服务。在我国，全科医生是
实现社区首诊、 分级医疗以及双向转诊等目
标的重要力量，被称为“健康守门人”。随着老
龄化社会以及居民疾病谱发生变化， 全国慢
性病患者人数已经超过3亿人，全科医生肩上
的责任更为艰巨。

据了解， 发达国家全科医生占医生总数
的比例一般在30%以上， 有的甚至接近或达
到50%。有数字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

全科医生只有25万人， 占医生总数的7.5%，
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 国务院办公厅出
台的《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
励机制的意见》中指出，到2020年，每万名居
民拥有2.2名合格的全科医生； 到2030年，每
万名居民拥有5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全科医生
队伍基本满足健康中国建设需求。 这意味着
我国全科医生尚存在30万人的缺口。

省医学会全科专业委员会主委、 省人民
医院常务副院长刘景诗介绍，2010年以来湖
南省培养合格全科医生7328人，截至2018年
8月31日，全省全科医生达到12416人，每万
人口拥有全科医生1.81人， 我省全科医生缺
口较大，不能满足百姓的实际需求。此外，由
于目前的全科医生有一部分为其他岗位或专
业转岗而来，加上由于薪酬待遇较低、职业发
展前景不明确等原因， 全科医生队伍不够稳
定，成为制约全科医生发展的短板，全科医生
面临质量总体不高的问题。

“严进严出”，培养高质量全
科医生

全科医生作为疾病诊治的“首站”，要具
备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处置能力，还需要具
备对于危急重症的“辨识”能力，以及时发现
并转诊。全科医生虽在基层工作，但更需要高

水平。在大医院学习培养，到基层工作服务，“严
进严出”的培养机制，既是国家对全科医生的
要求，也是对百姓健康的责任。

省人民医院作为全国全科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基地， 在全科医生的培养教育中坚持
“严进严出”，不断提升全科医生专业水平，培养
高质量的“健康守门人”。刘景诗介绍，在省人民
医院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学员均为大
学本科毕业，通过统一组织的理论考核和科室
组织的面试，合格者才能被录取。之后学员需
要接受为期3年的全科医学相关理论学习和临
床科室轮转。理论学习包括每年80学时的集中
授课和60学时的技能培训。临床科室轮转则需
要通过入科培训，才能参加所在轮转科室的医
疗工作。学员都要通过由平时表现、理论考核、
临床能力评估考核组成的出科“月考”和每年
一次的“中考”（中期考核）。3年培训结束后，需
通过全国统一组织的理论考核和湖南省住培
办组织的6站式操作考核，才算完成“终考”取
得“毕业证书”，上岗参加工作。

刘景诗介绍，全省现有全科住院医师和助理
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基地60余家。湖南省全科医
学专业委员会以学会组织为平台，开展走基层活
动， 推广适宜技术， 进行业务讲座、 现场指导，
2018年已开展基层巡讲40余场， 培训人员2000
余人次，促进基层全科医生综合能力提升。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吴昊 田魁） 为推进湘宁医疗卫生
合作，11月7日，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和宁夏
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在长沙签署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明确了未来3年湘宁医疗卫生
交流合作项目。

根据湘宁医疗卫生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未来3年两地将推进以下合作：一是开
展医疗卫生人员学习交流。宁夏每年选派3
名二级以上医院院长（副院长）、5名中层管
理人员、20名以上医护人员， 分别赴湖南
省人民医院等医院，开展3个月至1年的学

习交流； 湖南根据专科合作和专业技术人
才培养需要， 选派医疗卫生人员到宁夏回
族自治区相关医疗卫生机构交流锻炼。二
是开展专业化培训。 湖南组织全国性或有
代表性专业培训时， 宁夏可根据所辖医疗
卫生机构的需求，组织有关人员参加培训；
湖南医疗卫生专家或专家团队， 可根据宁
夏相关医疗卫生机构的需求， 不定期到宁
夏开展专业化培训。 三是开展医疗机构对
口技术协作。 两省区卫生健康委指导协调
湘宁两地合作医院在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
和技术合作等方面开展交流合作。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余蓉）今
天，教育部奋进之笔“1+1”系列发布采访
活动第9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

发布会上，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
育司司长王继平介绍了《高等职业教育创
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和《职业
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
年）》的实施成效。湖南省委教育工委书记、
省教育厅厅长蒋昌忠介绍了湖南职业教育
的发展情况。

据介绍,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进入“黄金
时期”，在两个计划的推进下，一批优质教
育资源集中呈现，校企合作共建“双师型”
队伍， 初步形成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同频
共振等。下一步，教育部将启动中国特色高
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建设计划， 引领职业
教育高水平发展。湖南通过健全体系、项目

引领、完善机制等措施，推进职业教育向特
色高质量发展。近两年，我省投入8.3亿元，
把优质高职院校和一流专业群统筹纳入高
校“双一流”建设，已建成国家示范专业点
38个、省级示范特色专业群163个。在今年
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我省共荣获
250个奖项， 其中高职获奖总数居全国第
一。

教育部奋进之笔“1+1”系列发布采访
活动包括一场新闻发布会、 一次集中采访
活动，深入了解基层教育的真实情况，充分
反映一线的鲜活经验。11月6日至7日，10
多家央媒先后前往长沙航空职院、 湖南铁
道职院、 湖南汽车工程职院、 长沙民政职
院、长沙财经学校等5所职业院校，围绕“新
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主题进行现场
集中采访。

全科医生：
“严进严出”当好“健康守门人”

湘宁签署医疗卫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陈薇）今
天， 长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在橘子
洲风景管理区内正式开馆， 馆内收藏各类
非遗展品1000余件，展示各类非遗代表性
项目70余项。

该馆围绕“家”的主题，秉持“一个人，
一个家，一座城，非遗即生活”的策展理念，
将主展区分为家堂、家艺、家音、家味、家
节、家人等6大部分。其中，“家堂”展现的是
一组雕像， 表现了民国时期长沙一户人家
四世同堂过年的热闹场景；“家艺” 展现的
是菊花石雕、浏阳花炮等多姿多彩、工艺精
湛的传统技艺遗产；“家音” 展现的是长沙
花鼓戏、长沙弹词等极具艺术魅力、深受群
众喜爱的音律表现形式；“家味” 展现的是
玉楼东六大传统湘菜、 火宫殿八大传统小
吃等非遗美食的制作技艺；“家节” 展示的

是祭孔、庙会等一系列形式多样、内涵丰富
的长沙节庆文化；“家人” 展示的是一批批
德艺双馨的长沙非遗传承人风采。 该馆副
楼为戏园，主要展演传统戏剧、音乐、曲艺
等节目。

除实物展示外， 展示馆还采用多媒体
互动、幻影成像等手段，将传统文化与现代
科技相结合， 融入寓教于乐的非遗知识竞
答和猜谜游戏。 参观者可以借助多媒体互
动平台，了解长沙窑铜官陶瓷“浴火重生”
的过程；亲身体验齐针、滚针等神奇的湘绣
针法； 以玩游戏的方式感受麻山锣鼓的喜
庆和热闹， 见证长沙臭豆腐从食材准备到
烹制出锅的全过程。

据了解， 长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馆由长沙市委、 市政府打造， 历时两年完
成。该馆每周二至周日免费开放。

橘子洲上有个长沙非遗的“家”

教育部奋进之笔“1+1”活动走进湖南

科教前沿

11月7日， 演员在表演花
鼓戏《山乡工匠》。当晚，由邵
阳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创
排的花鼓戏《山乡工匠》在湖
南戏曲演出中心上演。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龙文泱 摄影报道

花鼓戏《山乡
工匠》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