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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
员 余希 蒋凯）未来，高血压患者复诊在家就能
实现，处方药物还能配送到家。今天上午，2018
年度湖南省“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协同创新工程”
成果推介会在长沙举行，我国首个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区域慢病智能管理与药品配送平台”
正式上线，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关注。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 心脑血管疾病
已成为我国最主要的慢病之一。 然而我国心
脑血管疾病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偏低。
为了提高治疗率和控制率， 解决高血压等慢
病患者长期复诊和购药的不便， 药物临床评

价国家与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中南大学、浙
江大学、华润湖南医药等单位共同打造了“区
域慢病智能化管理与药品配送平台”。

记者现场看到，患者可通过手机App向湘
雅三医院医师发起线上复诊请求， 医师通过
平台查看患者健康档案、与患者沟通病情后，
依据患者病情在线开具电子处方。 药剂师审
方后，患者可自主选择购药方式：药店取药或
者线上支付后药品配送到家。 对于智能手机
使用不熟练的患者， 可到药店使用一体机设
备进行在线问诊。据悉，该平台搭建时首次引
入区块链技术， 确保处方流转及药物配送可

追溯，确保相关医疗数据和运营安全。平台还
具有复诊、药物需求等提醒功能。

2016年湖南省科技厅设立和启动了“心脑
血管疾病防治协同创新工程”重大专项。近三年
来，通过多方共同努力，我省构建了心脑血管医
防融合模式，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心脑血管疾
病管理模式；建立了风险预警、救治网络、临床决
策支持三大体系；搭建了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
研究、心脑血管疾病大数据共享和自我管理三大
平台；初步形成了数十家核心医疗机构协同创新
的高血压专病医联体、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建立
110余家网络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协同机构。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
员 刘龄予 袁周率）12月25日， 全省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典型经验推广培训班在株洲举行。记
者获悉，随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推进，医院收入
结构得到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持续提
升，县域内住院就诊率达到90.9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龙开超介绍，
我省自2016年实现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覆
盖， 彻底告别以药补医历史。 取消药品加成
后，各地落实补偿政策，并同步调整医疗服务

价格，改善医院收入结构。今年1至10月，全省
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增幅7.39%，较上年同比下
降4.73个百分点； 全省药占比从2015年的
43.5%下降到2018年的28.36%。

2018年， 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建设持续推
进。截至目前，全省已建立各种形式的医联体
612个，覆盖全省所有市州、县市区。其中，胸痛
中心、脑卒中中心救治网络，成效明显。2017年
以来，两个中心累计救治胸痛、卒中患者近20
万人次，急性胸痛患者从发病到医院进行心血

管溶栓或介入治疗时间， 从220分钟缩短至90
分钟以内， 住院死亡率下降到0.9%（全国平均
4%左右）； 急性缺血卒中患者静脉溶栓率提高
到10.16%，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1%），为
人民群众健康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随着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持续推进，县
域内住院就诊率、向下转诊数量不断增长，我
省县域内住院就诊率达到90.92%， 各级公立
医院年均转往基层医疗机构患者数居全国第
4位，二级公立医院床位使用率居全国第1位。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龙文泱
刘谦）今天，上海京剧院与湖南省京剧保护
传承中心结对共建合作协议签订仪式暨尚
长荣收徒、 李永顺拜师仪式在上海京剧院
举行。

仪式上，上海京剧院常务副院长张帆、
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主任陈争光签订
了结对共建协议书。今后，双方将在剧目创
作、人才培养、展示演出以及文明创建等方
面开展合作。上海京剧院将通过业务交流、
名师带徒、名剧传承、创作指导、两地交流
等方式对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给予支
持，推动湖南京剧艺术振兴发展。

接着， 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青年
演员李永顺正式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

长荣为师。
尚长荣是被誉为京剧“四大名旦”的京

剧表演艺术大师尚小云之子， 中国戏剧家
协会名誉主席， 我国戏剧界首位梅花大奖
得主，当代著名净角艺术家。

李永顺是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国
家二级花脸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湖
南省戏剧家协会会员。 他曾被尚长荣表演
艺术研习班录取，向尚长荣学习。

据介绍，数十年来，尚长荣教过的学生
很多，但鲜少收徒。尚长荣说，李永顺热爱
京剧，悟性高，吃得苦，霸得蛮，严守纪律，
他对李永顺充满信心。此次李永顺拜师，将
对湖南的京剧艺术尤其是花脸行当的发展
起到促进作用。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通讯员 夏喜衡
朱伟 记者 陈薇）12月24日，隆回县虎形山瑶
族乡崇木凼村喜气洋洋， 年过花甲的贫困瑶
胞沈诗凡从雪峰大花瑶旅游公司领到当月的
4000余元工资，笑容绽放在他脸上。当天，虎
形山花瑶风景区内参工参建的231位贫困农
民，也像沈诗凡一样，在家门口领到了工钱。

据了解， 之前的虎形山花瑶风景区虽
然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但由于缺乏市场
开发主体，花瑶同胞守着“金山银山”却仍
然过着贫穷的日子。今年8月，隆回县委、县

政府主动将虎形山融入雪峰山旅游板块，
引进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公司开发运
营。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 该景区的游步
道、标识标牌、停车场、瑶王古寨改造以及
古村环境整治等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得
到全面推进，11月13日虎形山成功晋级为
国家级3A景区。 把花瑶同胞当受益主体，
把贫困农民当旅游开发的主力军， 当地践
行的旅游扶贫“雪峰山模式”，让当地居民
参工参建支持景区建设， 实现家门口务工
就业，享受到了旅游开发带来的实惠。

新复方大青叶片是由复方大青叶提取
物（含大青叶、羌活、拳参、金银花、大黄）及
扑热息痛（对乙酰氨基酚）、异戊巴比妥、咖
啡因、 维生素C四种化药成分组成的中西
复方制剂。功能主治为：清瘟，消炎，解热。
用于伤风感冒，发热头痛，鼻流清涕，骨节
酸痛。

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1月9日，国
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数据库共收到涉
及新复方大青叶片的不良反应报告236
例，其中严重报告11例。主要表现为过敏反
应，以皮肤过敏反应为主，也有重症药疹、
过敏性休克等严重过敏反应的个案报告。
新复方大青叶片含化药成分异戊巴比妥，

据文献报道， 异戊巴比妥长时间使用可发
生药物依赖， 停药后易发生停药综合症。
另发现，长期或超剂量使用该药时，其组方
成分异戊巴比妥和对乙酰氨基酚可能存在
肝毒性协同作用。 个别病例长期服用新复
方大青叶片， 或合用多种与本品组分相同
或类似的药品，导致肝功能损伤、消化道出
血等严重不良反应。

建议医务人员应及时告知患者可能出
现的不良反应，避免长期、过量用药，尽量
避免与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异戊巴比妥、咖
啡因等成分的药品联合使用。高空作业、驾
驶员、精细和危险工种作业者慎用。
（通讯员 钟露苗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整理）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记者 余蓉）今天
上午， 中华传统美德湖湘职教行活动在湖南
株洲举行启动式， 旨在通过大力弘扬中华传
统美德，培养具有良好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新时代职教新人。来自
全省的市州教育局、 60余所高职院校， 30
余所中等职业学校的30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
议。

会议发布倡议书， 号召全省职业教育院
校传承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将美德教育与职
业教育有机融合， 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下一
步， 各职业院校将把中华传统美德教育融入
课程体系，贯穿育人全过程，覆盖全体学生，
并重点抓好以“中华传统美德”为主题的教育
实践活动。同时，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研
究，充分利用好各地红色文化资源，组织专家
到各职业院校做巡回报告。

在家即可复诊，药物配送到家
湖南发布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协同创新成果

我省县域内住院就诊率达90.92%
公立医院药占比、医疗费用增幅均下降

尚长荣收徒 李永顺拜师
湘沪携手共兴京剧艺术

文化旅游开发扶贫带动群众增收

———湖南省药品审评认证与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协办
药物警戒与合理用药

关注中西药复方制剂
新复方大青叶片的用药风险

中华传统美德
湖湘职教行启动

12月23日，长沙简牍博物馆，孩子们和家长一起参加小剧本《查户记》的演出。当天，
该馆的简博小剧场正式推出，并进行了首场培训演出。学生们按古代简牍相关事件改编
的剧本来扮演角色，学习古代礼仪及相关的简牍知识。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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