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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七十古来稀。 而最新数据显示，长
沙市人均期望寿命已达 79.08 岁，比改革开
放初期增长了 7.36 岁。 这离不开改革开放
以来，长沙市诊疗服务能力的提升。

2017 年 6 月 29 日，45 岁的李文武经
历了由死到生的 20 分钟。 当天晚上 11 时
29 分，由长沙市中心医院创建的“长沙市胸
痛中心急救网” 的微信群里收到一条求助
信息，来自道林卫生院 45 岁的患者李文武
需要紧急救治。

根据上传到群里的心电图图形， 结合
患者症状， 心内科关贤颂主任医师判断该
患者急性下壁心肌梗死诊断明确， 随时有
死亡可能，需要立即实施介入手术。

关主任果断做出绕行急诊科， 直接进
导管室的决定。 12 时 48 分，行球囊扩张后
冠脉血流恢复， 生命线打通仅用时 20 分
钟！

在长沙， 多种医疗服务新模式如雨后
春笋冒出，惠及面逐渐扩大，健康长沙正在

成为现实。
今年 81 岁的郝淑兰住在岳麓区望月

湖街道。老人家身体不太好，患有高血压、
腔隙性脑梗塞、冠心病等多种症状。 庆幸
的是， 她有自己的家庭医师时常来照看。
望月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医师
胡令芝看护郝奶奶已有 10 多年了。 他每
周联系一次签约家庭，并视具体情况上门
服务。

在刚刚获评“全国百强”称号的岳麓区
西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门诊大厅里
有不少患者正排队就诊。

“我家宝宝一直来这儿打疫苗，听说这
里档案联网， 随时可以回查， 挺让人安心
的。 ”庞女士今天特地带着自己 8 个月大的
女儿来接种流脑疫苗。 作为湖南省第一家
省级预防接种数字化示范门诊， 在该中心
接受疫苗的孩子都会建立电子档案， 联网
至省疾控中心金苗系统。 每支疫苗均可逆
追，从而保证孩子健康。 此外，该中心创新

机制，推行流动人口卫计均等化套餐服务、
全国居民健康卡推广等服务， 获得居民的
广泛赞誉。

目前，长沙拥有国家级重点专科 3 个，
省级重点专科 25 个， 市级重点学（专）科
62 个， 市中心医院设有国家级胸痛中心、
国家级高级卒中中心， 各医院疑难重症诊
治能力和复杂手术开展能力已达到一定的
水平。

同时，医联体、无陪护病房、家庭医生
……一系列贴心实用的服务形式令健康福
祉惠及全民。

2017 年， 长沙人均期望寿命达到
79.08 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74 岁；甲乙
类传染病发病率 225.9/10 万， 孕产妇死亡
率 7.68/10 万 ，5 岁 以 下 儿 童 死 亡 率
4.36‰，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0 年成果虽丰，但改革未有尽头。站在
改革开放再出发的起点， 让老百姓享有健
康依然是健康长沙的追求。

逐梦健康之旅
———长沙市改革开放 40年医疗发展变化

李曼斯 邓桂林

40 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
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也给长沙医疗卫生事业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

从缺医少药到专业医疗团
队 ， 从乡村诊所到县市医院 ，从
“望闻问切 ” 到高科技大型诊疗
仪，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
为中心”……

40 年来，长沙市逐步构建和
完善了城乡居民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 医疗卫生资源规模得到迅速
扩展， 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得到大
幅度提升， 全市医疗卫生事业得
到飞速发展。

一套旧桌椅、一个老脉枕，再加上血压
仪、听诊器、体温计的“老三件”，这曾经是
一个基层医疗机构的全部家当。

“以前条件艰难，‘老三件’都已是十分
珍贵。 遇上危重的病人，只能转到上级医院
治疗。 现在许多疑难杂症，都能在家门口治
疗了。 ”岳麓区学士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主任赵季友当了 38 年基层医生，回忆起多
年来的变化，不禁感叹不已。

如今， 走进长沙任何一家基层医疗机
构，都可发现“老三件”已被全自动生化仪、
DR(CR)、彩色 B 超等“新三件”取代。

从 2013 年开始，长沙实施基层医疗机
构标准化建设和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 3 年
行动， 全市建成 84 个乡镇卫生院、91 个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1354 个村卫生室、237 个
社区卫生服务站，实现“1530 就医圈”。

2016 年， 长沙启动新一轮基层医疗机
构服务能力和新一周期基层中医药服务能
力提升工程，并通过科教兴医战略“25111”
工程、医联体帮扶等举措，进一步推进基层
卫生计生工作体系建设和服务能力建设，
在此基础上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
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合理就医格局。

“比起在大医院住院治疗，在家门口看
病又方便又省钱。 ”近日，宁乡市夏铎铺镇
卫生院冯新华说起在家门口看病的经历，
觉得省心多了。

原来， 冯新华因为头晕头痛到夏铎铺
卫生院就诊， 接诊的是宁乡市人民医院的
医生。 在乡镇医院就能看到大医院的医生，
冯新华觉得很值。 一段时间后，冯新华又出

现流口水等症状，再次到乡卫生院就诊时，
医生建议其到大医院先拍 CT。 医生帮她联
系了宁乡市人民医院， 并为其办理转诊手
续。 她在市人民医院被确诊为脑梗后，又在
医生的建议下回到了镇卫生院， 住院治疗
了 10 天左右后出院。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大医院医生， 享受
大医院的治疗， 没有了以往长途奔波的辛
苦，少了排长队、等专家的烦恼。

实施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后为群众带来
的实惠———区域内的医疗资源被进一步激

活，“首诊在基层、大病进医院、康复回基层”
的就医新格局形成，“小病不出村、 常见病不
出乡、大病不出县”的目标得以基本实现。

硬件的升级，带来了医疗能力的升级。
加入医联体的岳麓区雨敞坪镇中心卫生院
在引入先进设备的同时， 得到上级医院的
技术帮扶，目前已能独立开展急性阑尾炎、
体表肿块切除等多类手术， 居民们免去不
少奔波之苦。 不少市民感叹：“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 现在的社区医院服务项目逐渐丰
富，不必舍近求远去大医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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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老三件”到“新三件”———条件好了

三、从“71.72岁”到“79.08岁”———能力强了

“感冒发烧，草药熬熬；大病大伤，躺在
床上。 ”这是改革开放前流行的大白话。 看
病难、看病贵是那个年代的普遍现象。

“十多年前，我的父亲总是咳嗽，‘赤脚
医生’看了不管用，又没钱去大医院。 这么
一拖，终于拖成了要命的大毛病。 ”今年 56
岁的肖春华说起往事，仍然感到遗憾。

40 年前，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缺医少
药，再加上交通不便，患者难以转诊到大医
院。

随着时代的发展，医疗水平逐步提高，
但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仍然是块“硬骨
头”。

从 2015 年开始，长沙市公立医院取消
药品加成，医院不再从中赚取利润，其收入
缺口的 80%通过提高医疗服务费进行补
偿。 目前， 市直属公立医院药占比控制在
30%以下，较改革前下降了 6%至 7%，总体
上每年可为患者减轻医疗负担 4500 万
元。

时代发展到今天，“看得起病” 已经满
足不了人民群众的追求。 在长沙， 有病治
病、 无病疗养、“医养结合” 新模式得到推
广。

家住天心区金桂园小区的黄奶奶与他
的老伴， 在桂花坪街道百康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休养了一个星期。“刚开始是我爱人感
冒来住院，治疗效果挺好，不比大医院差。
我身体也不太好，这里又有疗养病房，就决
定来调养下身体。 ”黄奶奶说，她还打算介
绍退休的同事一起来休养。

“我们会定期派人到社区老年服务中
心做体检， 身体不太好的就接到中心来检
查和治疗。 中心有 43 个床位，基本能满足
需要。”桂花坪街道百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主任李跃南介绍。

自 2009 年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以来，长沙市为全市 697.48 万城乡
居民建立了电子健康档案， 对 49.25 万高
血压患者、18.54 万糖尿病患者开展了健康

管理服务。
目前，长沙从健康教育、健康生活、健

康管理、健康服务等诸多方面和环节，实现
卫生和健康工作由“以治病为中心”向“以
健康为中心”转变。

“这些年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从政府
到老百姓，都越来越重视健康。 ”金爷爷家
住芙蓉区东屯渡街道白沙湾社区， 出门不
到 500 米就有健康步道、 健康小屋。 健康
步道平整宽敞，每隔一段距离有步数提醒，
两侧设有健康教育宣传牌，让市民在运动、
健身之余学习健康知识。在健康小屋，可以
自助检测体重、血压和血糖，还有免费的健
康知识手册，让居民随时掌握身体状况，提
高健康素养。

近年来， 市卫计委、 市疾控中心以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为契机，组织开
展系列健康生活方式倡导活动。 全市已
创建健康小屋、健康骑道、健康步道、健
康公园、健康餐厅、健康社区等各类健康
支持性设施 716 个。 通过向市民免费发
放控油限盐套装、计步器、健康知识手册
等，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市民健康素养不
断提升。

一、从“看上病”到“保健康”———观念新了

长沙对全科医生进行培训。

长沙市第一医院开展优质护理服务，体现人文关怀。

长沙市四医院滨水新城院区住院楼。 （效果图）
（本版图片均由长沙市卫计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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