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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陈娴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国家基本药
物制度的意见》， 经报湖南省人民政府同意，日
前，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了《关于完善国
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着力保障药品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供应
充分，减轻患者用药负担。

作为一项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重大制度，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有哪些调整完善？7月17日，
湖南日报记者采访了省卫生健康委相关处室负
责人。

为什么要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通俗地说，基本药物就是相对物美价廉的
常用药。” 省卫生健康委药政处处长武昆介绍，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基
础，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卫生健康领域作出的重
要部署。

在世界各国，上市销售的药物有很多，其中
不少药物可以用于治疗同一种疾病， 其疗效有
所不同，价格也有差别。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情
况下， 国家的公共医疗保障体系需要对药品进
行适当的遴选，编制出基本药物目录，优先强化

其供应保障体系， 以满足大部分国民卫生保健
的优先需要。

2009年，我国正式启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建设工作。经过调整完善，2018年版《国家基本
药物目录》于2018年11月1日正式实施，药品数
量由2012年版的520种增加到685种。

新版目录不仅增加了品种数量， 还优化了
药品结构，突出常见病、慢性病，负担重、危害大
的疾病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基本用药需求。比
如新增的12种肿瘤用药和22种临床急需儿童
用药，就是从临床实际需求出发的切实体现。

首选使用基本药物，降低患者
药费负担

基本药物具有“满足基本人群卫生保健优
先需要”和“性价比高”的特征，如何确保医疗机
构使用呢？

我省明确了各级公立医院基本药物使用比
例，不断提高医疗机构基本药物使用量。例如，三
级公立医院、二级公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基本药物配备使用金额占比，分别不得低于本单
位年度药品采购总金额的25%、40%、70%。

为了鼓励医生“首选”基本药物，《意见》指
出， 将基本药物使用情况作为科室和医务人员
考核重要内容； 将基本药物使用情况作为处方
点评重点内容， 对无正当理由不首选基本药物
的要采取约谈、 通报批评等措施； 加大培训力
度，建立激励机制，推动临床医生优先使用。

相关专家认为，《意见》强调优先配备、首选
使用，有利于促进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助

力分级诊疗建设，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提供用
药保障。

为了降低患者药费负担，《意见》提出，对已
纳入基本药物目录的仿制药， 鼓励企业开展一
致性评价； 鼓励医疗机构优先采购使用通过仿
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价格适宜的基本
药物。 发挥基本药物在降低药费和合理用药方
面的作用，鼓励各地在高血压、糖尿病、严重精
神障碍等慢性病管理中， 探索向基层常见慢性
病患者免费配送基本药物。

加强短缺预警，提高药品供应能力

在药品保障方面，政府和市场“携手”共同
发力。

《意见》指出，开展省内企业基本药物生产现
状调查，完善我省短缺药品供应保障会商联动和
短缺药品清单管理制度，对于临床必需、用量小
或交易价格偏低、企业生产动力不足等因素造成
市场供应易短缺的基本药物， 采取省级撮合、定
点生产、统一配送、纳入储备等措施保障供应。

目前，根据2018年度全省短缺药品监测哨
点上报数据， 省短缺药品监测预警中心形成了
以急救抢救药为主的《湖南省2018年医疗机构
短缺药品清单》，共42个品规，并建立了相应的
保障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强调，将国家基本药
物制度实施情况纳入各级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严格落实各级政府领导责任、保障责任、管理责
任、监督责任，将基本药物制度落实情况纳入医
改工作重点考核和公立医疗机构年度考核。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余蓉）
今天， 湖南师大附中高三学生陈俊豪从
以色列特拉维夫回到长沙。 在刚刚结束
的第50届国际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
赛中，陈俊豪斩获金牌。目前，陈俊豪已
被保送清华大学钱学森班。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陈俊豪说，初
中上物理课时就有浓厚的兴趣， 高一时
参加了物理竞赛班。“学习上无数次碰到
困难，但只要在实验室钻研几个小时，那
种无与伦比的成就感又让我坚持下去。”
在主教练蔡任湘的眼中， 陈俊豪既有自

主学习的能力， 又有很好的学习方法。
“他在高二的时候，就能根据自己的学习
情况，制定详细的学习计划，甚至精确到
每一个小时。 这让他养成了自律的学习
习惯， 遇到的学习问题能得到及时的解
决，所以进步很快。” 蔡任湘介绍，陈俊
豪刚加入国家集训队时成绩并不突出，
但经过勤奋学习， 在国家队选拔时成绩
名列第一。

目前， 湖南师大附中国际奥赛金牌
总数达31枚，稳居国内第一，是名副其
实的“金牌摇篮”。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彭星滔 谢琼）今天，由中国演出
行业协会主办、 湖南省演艺集团承办的
第三届全国剧场大会在长沙举行。 来自
中日韩的演出行业专家、 从业者共聚一
堂， 探讨如何通过制订中国剧场服务标
准，保障演出安全，提升服务质量。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会长朱克宁、中
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郭文鹏、 中国剧
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平等与会专家，
从中国剧院现状、演出安全与标准体系、
基层剧场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
据悉，从2000年开始，我国每8.5天就有

一座新的剧院诞生。2015年至2018年，
观看剧场演出的观众人次从9.58亿增至
13.76亿。行业规模大幅扩张，剧场运营
和管理水平却良莠不齐，舞台坍塌、火灾
等安全事故偶有发生。因此，剧场行业亟
需制订统一的剧场服务标准体系， 从剧
院服务设施、服务组织、职业岗位、安全
管理、文化建设、服务质量、国际化品牌
化建设和剧场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形
成统一的规范。

会上，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剧场委员
会与韩国文化艺术会馆联合会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不争沃
土立坡冈，百花过后独夏香。出生于湘阴县栗山
的我国著名诗人周瑟瑟，在广东佛山日前举行的
“第四届中国长诗奖颁奖典礼”上，周瑟瑟凭其长
诗《栗山》获得“第四届中国长诗奖·最佳文本奖”。

“《栗山》，是写给我逝去的父亲与胞衣地的
长诗。悲伤与痛苦已经过去，佛山让我再次面对
生命中最艰难的情感。” 周瑟瑟在颁奖礼上致答
谢辞，“获得第四届中国长诗奖·最佳文本奖，这首
诗的各种复杂情感再次在我心里浮现，感谢评委

们对这首诗的肯定，感谢读者记得一个人生命中
最艰难的情感。”

《栗山》创作于2016年。整首诗分为“父亲的灵
魂”“怀乡”“枯寂”“爱是慈悲”4辑， 共100节，2016
年由安徽黄山书社出版； 出版后在栗山举办过与
乡亲们的座谈朗读会， 在长沙市举办过新书首发
式。《栗山》真实地面对父亲的离世，以古典、意象与
现代抒情的诗歌表达方式， 截取了父亲生命消失
的若干细节镜头，完整地记录了人世间的父子情。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聚焦湖南医改

湖南如何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高三学生陈俊豪国际物理奥赛夺金

�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王文）
美国当地时间7月15日13时， 中国首个
海外驻场的儿童歌舞剧《木兰从军记》，
在美国密苏里州布兰森白宫剧院精彩上
演，开启中国故事走出去的新征程。

白宫剧院是美国第三大演艺中心，
《木兰从军记》 将在这里驻演一个月，让
美国观众欣赏到一部融歌舞、 武术、戏
曲、杂耍、唢呐、皮影等中国非遗文化元
素的戏剧秀。

据悉，儿童歌舞剧《木兰从军记》来
自著名戏剧大师欧阳予倩的故乡—湖
南省浏阳市，由长沙炫典儿童戏剧演出
有限公司精心出品， 剧目演职人员50
余人， 最小的年仅8岁。 该剧经过为期
两年的创作与打磨，根据南北朝时期流

传的《木兰辞》和欧阳予倩先生的原著
《木兰从军》 改编， 利用声光电及投影
技术展现中国文字、古代建筑、山水田
园等三维情境空间， 融思想性、 观赏
性、趣味性、互动性于一体，同时融入
了浏阳夏布等特色产业元素，呈现“唧
唧复唧唧”的劳动美学，创意了孩子们
喜欢的深度沉浸式互动剧场， 让观众
在情境共鸣中更懂得心有大爱、 保家
卫国的责任与担当。

本次跟美国白宫剧院合作后，《木兰
从军记》还将启动更大范围的巡演计划，
推进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与世界表达，
同时将开发绘本、动画、玩偶、戏剧衍生
品等系列文创产品， 推动更深层面的产
业跨界和市场融合。

浏阳出品儿童歌舞剧
《木兰从军记》赴美驻场演出

第三届全国剧场大会在长沙举行
专家探讨制订中国剧场服务标准

不争沃土立坡冈，百花过后独夏香
周瑟瑟《栗山》获“第四届中国长诗奖·最佳文本奖”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易禹琳）今天
下午，记者从湖南广播电视台获悉，备受观众好
评，以推广美声歌剧和音乐剧的电视节目《声入
人心》第二季将于7月19日晚8时10分在湖南卫
视开播。节目在成员阵容、出品人和制作方面进
行了升级。

据湖南卫视副总监宋点介绍，《声入人心》
第二季选角组走遍了国内各大艺术院校和院
团， 并奔赴欧洲和北美进行成员招募。36名成
员除来自国内著名音乐院校， 还有来自柏林艺
术大学的德奥艺术歌曲双硕士何宜霖、 意大利
帕尔马皇家歌剧院的职业歌剧演员何亮辰、柴

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博士毕业的袁广泉等。 在音
乐剧方面， 中国第一代音乐剧演员郑棋元、刘
岩、中国十大男高音之一的张英席也将加盟。第
二季出品人除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 歌手
尚雯婕外，新加入的还有张惠妹。

《声入人心》第二季打破了音乐类节目惯用
的音乐总监制，邀约到了赵兆、Nick、冯翰铭、郑
楠、张筱真等著名音乐制作人。节目的环节也有
了全新的变化。

《声入人心》第二季将升级开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