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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杨善军

老百姓看病有“三怕”：一怕医院远
就医难，二怕花钱多治不好，三怕服务差
手续杂。

1月下旬， 记者在常德市走访发现，
该市通过实施卫生三年攻坚，从县（区）
医院到乡镇卫生院（街道卫生服务中心）
到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织就了
一张密密的网， 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大有
提升，就医环境有了巨大变化，给老百姓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网点多 ，环境好 ，看病
就在家门口

1月25日一早，63岁的陈阿姨穿着
睡衣直奔常德市武陵区永安街道竹园社
区卫生服务站， 进去一看， 像她这样的

“睡衣族” 已经有好几个围着烤火炉，等
候就诊。接二连三地，又有睡在推车里或
抱在爷爷奶奶怀里的幼童进来就诊。记
者一问，最远的步行5分钟就到服务站，
站里8名医护人员服务社区6000多人。
再看，两层楼的服务站留观室、雾化室、
输液室、B超室、化验室、妇科、儿科、中
医治疗室俱全。像这类社区卫生服务站，
常德市有127家。

如果想要更好一点的就医环境，每
个街道有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记者
走进5层楼的武陵区丹阳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8人在这里住院，病室宽敞，空
调、电视、卫生间齐备，无大医院的拥挤
和嘈杂，窗外就是风光旖旎的穿紫河，楼
上有康复理疗室和中医馆， 适合慢性病
患者安静调养。常德市建了35家这类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农村居民就医呢？ 记者走进武陵区
芦狄山乡，原只有两间病房的乡卫生院，
2017年建起了4层新楼， 有了电梯和中
央空调，病床20张，每个病室都有电视
机和卫生间，配备了DR影像、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心脏除颤仪，彩超等一批先进
的医疗设备。像这类乡镇卫生院，常德市
有203家。

乡卫生院下设村卫生室。 芦狄山乡

伍家坪村卫生室，临街有接诊室和治疗室，
后院可观察。马上就要改造成有“五室”（诊
断室、治疗室、观察室、公共卫生服务室、药
房）的村卫生室了。常德市有2125个行政
村，像这类村卫生室有2003个，均配备电
脑、 体重秤、 药房冰箱和档案资料柜等设
施。2018年，山高路远的石门县，以脱贫攻
坚为契机，也消灭了村卫生室空白村。

真正让记者大吃一惊的是常德市的
县级医院。2015年整体搬迁的澧县人民医
院，新中国成立时只有10张病床，现占地
150多亩， 面积15万多平方米， 设置科室
40多个， 开放病床1500张。 前有宽阔广
场，可停直升机，内有亭台花园，林木蓊
郁。记者得知，临澧、安乡、汉寿等县的人
民医院将在2019年整体搬迁，桃源、石门
县人民医院改扩建工程也将完成。各县妇
幼保健院、中医院改扩建，医疗环境都有
大的改观。

据统计，常德市近年累计投入资金60
亿元，新建或改扩建医疗卫生项目近1000
个，已初步形成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骨干、村卫生
室（卫生服务站）为网底的10分钟城市医
疗卫生服务圈和15分钟农村医疗卫生服
务圈。

医联体 ，医共体 ，小地方
常驻大专家

看病方便了，但老百姓还是担心，家门
口的医生技术好吗？ 乱收费吗？

1月24日， 在常德武陵区永安街道竹
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正在输液的陈大妈夸
赞服务站医生“吊水不疼，医术高，态度好，
费用比大医院便宜”。她说，这里的医生不
乱给孩子输液，注重提高孩子的免疫力。在
芦狄山乡卫生院，74岁的舒百年患慢性阻
塞性肺病，住院11天，花费1794.88元，经过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扶贫特惠保、民政救
助、医院减免、财政兜底六项报销，自己只
花了132.73元。 中医馆里坐了两排候诊的
老人，因常年在地里劳作时有扭伤、肿痛，
对在乡卫生院花费不多就能解除病痛非常
满意。

澧县71岁的曹永秀更幸运。10多年

了，她弯着两条腿走路，苦不堪言。1月24
日下午， 湖南省人民医院来的专家翁晓军
给她做了膝关节置换手术，过了康复期，她
就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 曹永秀得益于
澧县人民医院与湖南省人民医院2017年
签约缔结的区域医疗联合体。 与翁晓军一
起常驻澧县的还有神经内科专家杨剑文、
肝胆外科专家李诤、小儿骨科专家文捷、儿
科专家龙毅。他们的到来，使澧县的中风病
人获得了黄金抢救时间， 跑到省城去求医
的胆结石患者又转回家门口住院了， 以前
县医院不敢接的小儿骨折，现在29台手术
均成功， 原来棘手的小儿吞食异物诊治不
再是难题。

医联体不仅输血还造血， 翁晓军带领
的关节与运动医疗团队，现在3名当地的医
生都能做关节镜和肩关节手术了。2019
年，他将教会他们做膝关节置换手术。

县级人民医院服务能力得到提升。全
省新设置三级医院12家，常德市就有石门
县人民医院、澧县人民医院、汉寿县人民医
院、常德市第二人民医院、常德市第四人民
医院（鼎城区人民医院）已授牌或已通过综
合评审即将授牌。

医联体提供技术支持， 医共体则从管
理到技术全方位合作支持。 2016年，常德
市分别组建了由市第一人民医院、 市第一
中医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牵头，各区县市人
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参加的三大医
疗联盟体系； 市第三人民医院与武陵区所
有乡镇街道签订了医联体协议。 澧县人民
医院与中医院分别与17家和11家乡镇卫
生院签订了医共体协议。 石门县人民医院
胸痛中心与12家乡镇卫生院构建了胸痛
专科联盟，成功救治胸痛患者320例。桃源
县10家县直医疗卫生单位对口支援偏远
乡镇卫生院。 全市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
力提升工程， 使乡镇卫生院能运用多种中
医药技术治疗农村常见病。

2014年以来， 全市培养145名青年走
上乡村医生岗位，1600余人在网上进行临
床医师和护士理论学习，近4000人通过国
家乡村医生的岗位技能培训， 培训专业技
术人员1300多人，培养全科医生953人。桃
源县漳江中心卫生院等57家乡镇卫生院
荣获全国“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称号。津

市市金鱼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命名为
国家优质服务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项目多，一站式，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

在常德，基层医疗服务的项目是你想
象不到的多和贴心。

在武陵区永安街道竹园社区服务站，
护士怕药液太凉，给每个输液的病人送上
一个热水袋。丹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走廊饮水机上冷水、温水、冰水都有，疫苗
注射室旁边配了儿童游乐设施，让孩子开
心度过30分钟的观察时间。疫苗本上疫苗
批号和生产企业打印得清清楚楚。 煎药2
元钱一副，并密闭封装，方便白领携带上
班。微信公众号和室外的健步道上，是各
种健康宣传。

一放寒暑假，芦狄山乡卫生院就会组
织留守儿童和家长办健康讲座，教他们如
何防治溺水、冻伤、烫伤、车祸、高空坠落，
并进行心理疏导。而芦狄山乡伍家坪村卫
生室的村医会到棋牌中心，给老人们量血
压测血糖，提醒他们按时服药，饮食低盐
少糖。在澧县人民医院，挂号缴费都可网
上办理， 大厅还有工勤人员帮你跑腿预
约、取报告、办医保等手续。从乡镇卫生院
（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到县医院，所有建档
立卡的贫困人口都是“先诊疗后付费”和

“一站式”报销结算。
最贴心的当然是家庭医生了。在武陵

区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
院，只要你签约家庭医生，多个医生团队
任你选，随时可与签约医生联系。有专门
的家庭医生接待室，挂号检查看病一条龙
服务。每年你只交8元钱，就可免挂号费，
免费做一次腹部彩超和心电图，女性还可
多一次乳腺B超。0至6岁儿童全程体检11
次，孕产妇7次随访。据介绍，常德市100%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参与
了签约服务活动，共组建家庭医生服务团
队1434家。 签约常住居民218.3万余人，儿
童、老年人、孕产妇、慢性病患者、肺结核
患者、重型精神病患者、残疾人等重点人
群家庭医生签约率为62%， 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实现了全部签约。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记者 易禹琳）20年酝酿，三
年打磨，四度修改，终得精品。1月27日下午，湖南作家
何顿的长篇小说《幸福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湖
南图书馆举行新书发布暨签售会。

《幸福街》是湖南省作协2018年度创作重点扶助项
目， 讲述了生活在幸福街的两代人半个多世纪的遭际和
情感、充满凡俗生活的人间烟火和命运跌宕。这部作品也
是今年60岁的何顿为自己同时代人塑造的群像。他希望
自己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 很多年后的人们读到《幸福
街》，能在书里看到中国南方真实的城市生活。湖南省作
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龚旭东评价《幸福街》是近年湖南
长篇小说创作少有的精品，典型地表现了1950年代出生
的这批人， 他们因不同的选择而拥有了不同的命运，周
兰、林阿亚、何勇、黄国辉、张小山等多个人物形象丰满出
彩，语言也是何顿所有小说中最精炼的。

“网”来的幸福
———常德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大提升纪实

何顿新书《幸福街》
为50后塑像

科教前沿

下期奖池：7261573924.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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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30日讯（记者 易禹琳）岳麓书社向
全市中小学生敞开寒假社会实践活动的大门。1月23日
至1月27日，该社连办9场寒假社会实践活动，参观“湖
湘文化出版物展示馆”、听著名作家唐浩明讲曾国藩的
故事、“婷婷姐姐”教唱《三字经》等活动吸引了200名
中小学生参加。

1月26日下午，在岳麓书社三楼的十翼书院，48名小学
生着汉服，先学习了如何向先贤、老师、同窗行礼，后又跟
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婷婷姐姐”唱《陋室铭》《念奴娇·赤壁
怀古》《观书有感》等诗词。孩子们上台表演了《孟母三迁》
的情景剧，再听“婷婷姐姐”讲解《三字经》里的道理，边唱
边背，很快就记住了。接着，插画师李锤教孩子们画古代文
人墨客在岁末都会画的“清供图”， 孩子们带着自己画的
“清供图”回家，给即将到来的春节添些喜庆和雅趣。

记者获悉，前三天的寒假社会实践活动，同学们参
观了岳麓书社的“湖湘文化出版物展示馆”，了解了印
刷与出版的演变， 听资深编辑讲述湖湘文化和历史名
人，特别是“研究曾国藩第一人”唐浩明还给他们讲了
曾国藩大器晚成的故事。同学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
创作了书画作品和励志名联带回家。

岳麓书社开放
寒假社会实践活动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张峰
毓 陈格子）23日晚，2019湖南省演艺集团新春音乐会
在湖南大剧院奏响。

本场音乐会由著名指挥家、 省演艺集团艺术顾问
王甫建担任艺术总监和指挥，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中国
戏曲学院的湘籍学生参与了演出。

音乐会在民族管弦乐《红火中国年》中拉开序幕，
欢乐的乐曲让现场顿时春意融融。唢呐演奏家沈建晖、
姚博文与乐队带来的《恭贺新禧》十分喜庆，这是双唢
呐的演奏形式首次在湖南亮相。 湖南民乐领军人张音
悦、李磊、李庆携手主奏《卧虎藏龙》的主题曲《月光爱
人》，京胡演奏家宋显慧、国家京剧院梅派青衣郭霄与
乐队带来《梅花绽放梨花开》，湘籍男高音歌唱家曾勇、
藏族男高音歌唱家孔庆学、 东方歌舞团男高音歌唱家
于海洋3位金钟奖获得者同台献唱……民乐的丰富多
彩感染了观众，赢得了阵阵掌声。

与此同时， 湖南省演艺集团图片展也在湖南大剧
院开幕，通过关怀、剧目、项目、品牌等板块，展现了5年
来湖南演艺的发展历程。展览将持续到1月31日。

多彩民乐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