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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菡 万代红 吴成跃

前不久，益阳市赫山区沧水铺镇
碧云峰村一位姓张的村民，通过益阳
智慧医疗手机 APP 预约到益阳市第
三人民医院妇科门诊专家号。“只需
一部手机，就可办理线上预约挂号、
门诊缴费、报告查询、住院押金预交
等手续，现在看病真方便。”这位村民
说。

2016年以来，益阳市将智慧医疗
作为重要民生项目，在我省率先推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健全医疗服
务体系。该市以构建市级全民区域信
息平台、推进远程诊疗全覆盖、搭建互
联网医院门户、开展家庭医生手机
APP签约、推进智慧医院建设、深化县
域医共体建设 6 个项目为依托，初步
实现患者在市域内跨机构医疗信息安
全共享、医疗业务协同和医疗业务监
管等功能扩展。

远程会诊，专家云上战“疫”

“患者使用新冠肺炎恢复期患者
血浆后血象较前好转，出现抗体，今
停用利巴韦林，继续采用血浆治疗
法，并复查新冠病毒咽拭子。”3 月 3
日，益阳市第四人民医院隔离病房新
冠肺炎重症患者李某某的主治医生
唐诗卉，通过智慧医疗远程会诊平
台，与医疗救治专家组的省、市专家
进行远程会诊。

益阳智慧医疗远程会诊平台是
目前全省唯一的市级区域远程平台。
战“疫”中，该平台连通省级远程平
台，以此整合省、市、县三级医疗救治
专家资源和一线医务人员，为17家医
疗救治定点医院和发热门诊提供远
程会诊、防治和医学观察指导、影像
阅片等服务，使优良医疗技术资源得
以下沉，提高了基层医院的应对处置
能力。

建“医共体”，筑牢基层壁垒

1月27日，赫山区泉交河镇香三社
区医生徐雪飞上门摸排，发现胡某某有
发热现象，立即联系镇卫生院派来专
车，将其送往益阳市第四人民医院。次
日，胡某某被确诊，不久后治愈出院。

面对突发的疫情，泉交河镇卫生
院快速响应赫山区卫健局和医共体龙
头医院益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疫情防控
部署，为辖内13个行政村的5万余名
乡亲筑起坚固的“防疫墙”。

县域医共体是指以县级医院为龙头、
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基础，构
建三级联动的县域医疗服务体系，实现资
源共享，实现“小病不出村、一般病不出
镇、大病不出县（区、市）、康复回乡镇”的目
标。目前，益阳已建立县域医共体13个。

足不出户，医生上门解忧

3月1日，沅江市胭脂湖街道赤塘

村村民彭中坚一早起来，发现自己头
疼、恶心、流鼻涕，担心染上新冠肺炎，
便通过手机 APP 联系家庭签约医生
彭乐丰。当天，彭乐丰上门为彭中坚做
检查，诊断为普通感冒。开具药物后，
彭乐丰与彭中坚保持线上沟通，观察
他的病情，排解他的疑虑。

2019 年 6 月，益阳成为全省手机
APP家庭医生签约首批试点市，目前
已形成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
室三级联动的医生团队组合签约服务
模式，采取家庭医生集中签约、入户签
约与就诊签约 3 种方式，为签约对象
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
务和健康管理服务。

目前，益阳市家庭医生手机 APP
签约人数达142.5万人，占全市常住人
口数的 32.47%。疫情防控期间，该平
台发布防疫信息，方便居民及时掌握
防疫动态,并开展在线咨询，有效预防
了聚集性感染风险。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川 胡丽娟

“小王，你来了，膝盖还痛吗？
没事少走点路，多休息。”3月14日
一大早，郴州市苏仙区白鹿洞街道
东塔路社区疫情监测点，83岁的社
区居民林娟叮嘱准时过来巡逻的
民警王启平。

“小王”其实并不小，今年 59
岁，明年 8 月就要退休了。从警 40
年，王启平一直坚守在基层派出
所，联系东塔路社区、青年路社区。
两个社区 16 个工作人员，只有一
个男的。人少事多，高大魁梧的王
启平就成了大家的“主心骨”。

王启平说，当警察，就要想事
管事干事。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他连续50多天“窝”在社区，早
出晚归，走访、巡查、调解矛盾纠
纷、处理突发事件……

防疫期间各小区封闭管理，东
塔路社区居民王某不听劝说，冲
卡，还辱骂值守人员。王启平上门
批评教育，说清利害关系，王某最
终认错道歉。一位老人固执己见不
肯戴口罩，王启平耐心劝说。寒冷
的夜里，疫情监测点值守人员冷得
跺脚，王启平跑了 5 个药店，买来
姜茶。

东塔路社区主任胡丽娟说：
“ 邻 里 纠 纷 、夫 妻 矛 盾 、社 会 治
安 ……大大小小的事，王警官都
管。哪里有需要，他就赶到哪里。”

王启平每天在 4 个疫情监测
点来回穿梭，脚酸了，膝盖肿了，也
不肯停下来。打开“微信运动”数
据，一天 2 万多步，50 多天跑了
100多万步。王启平告诉记者：“年
纪大了，膝盖磨损严重，加上一次
扑火膝盖受了伤，走多了疼得厉
害。”

2月12日中午1时多，在东塔
社区铁桥组入口，王启平正忙着帮
社区工作人员安装围挡。不经意间
一回头，发现 10 米远一处居民自
建房2楼浓烟滚滚。

“起火了！”王启平拔腿往起火
点冲，打电话报警。冲上2楼，用力
踹开门。房间里木窗户、窗帘、沙
发、垫子全着火了。他迅速拉掉电
闸，抄起水盆接水灭火。明火灭了，
但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细细检查
发现，天花板夹层里还在不断冒火
星。他赶紧找来木棍，往天花板一
捅，火苗噼里啪啦窜出来。担心天
花板掉下来砸伤人，他让其他人出
去，自己端起盆子，不停往天花板
泼水，20多分钟后，终于将火扑灭。

在社区干了一辈子，从年轻时的
“小王”变成现在的“老王”，社区居民
都很信服王启平。一位居民说：“有什
么特别棘手的事，交给王警官，放
心！”

王启平的手机 24 小时开着，
一天要充三四次电。深更半夜，他
常接到求助电话。探头坏了、小孩
生病、老人走失、电动车被盗……
不管多晚，“只要需要，我随时来”，
王启平这句承诺从未失信。

扎根社区几十年，王启平多次
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近年来，他
联系的青年路社区、东塔路社区，
综合民调排名居苏仙区前列。

湖南日报记者 李孟河
通讯员 于茁 金丹 秦帆

一台防暴车，一个小家。几床军被，几
箱方便面，一排衣架上挂着毛巾和换洗衣
物。3 月 13 日，是 90 后冷珣在不足 12 平
方米的“家”中居住的第15天。

“带上5个队员，到宾馆隔离点执行看
守任务！”2月28日晚，吉首市公安局特警
大队防暴中队指导员冷珣正在火车站执
勤，突然接到上级发来的紧急通知。正处
复工复产时期，外地务工人员涌入，为防
止输入型感染，吉首市将城区某宾馆设置
为集中隔离点。

“马上安排好！”当晚，冷珣紧急集结
5 位队员，把“家”搬到一台防暴车上。这
天，是冷珣战“疫”第35天。他在日记中写
道：“接到通知心里有点发慌，但我是党
员、是人民警察，写下了请战书，不是做做
样子就可以，关键时刻要顶得上去！”

防暴车与隔离点只有几步之遥，冷珣
把队员分成3组，昼夜轮岗，一有任何风
吹草动，立马出动。

本来，此次看守任务要求队员尽量避
免直接接触隔离人员，但3月3日晚10时
许，隔离点刚接收的一家3口人，在宾馆
闹起来。

“我要吃馒头、面条！”他们是从外地
来吉首务工的，由于工作人员无法提供他
们所需的食物，一人在宾馆走廊随意敲
门，一人坐在地上哭得稀里哗啦。冷珣获
悉，迅速和队员上楼，合力将3人强制带
回房里。

“特殊时期，我们都换位想想，好不
好？”随后，冷珣又向他们普及疫情防控知

识，解释目前采取隔离措施的必要性，3
人的情绪渐渐平复。

3月9日上午，队员例行对隔离点房
间巡查，得知一服务员送早餐时，有间房
敲门无人应答，房门还从里面反锁，担心
发生危险。冷珣和队员们随即撞开房门，
发现对方是因为睡得太深没有听见敲门
声。“虚惊一场，没事就好。”冷珣说，当时
自己也吓出一身冷汗。

吵架的、哭闹的……冷珣形容，每次
处置都像打仗。因为有“接触”，冷珣回家
的时间也被延长。而隔离点距离冷珣家只
有1公里不到，家中父母还不知道他的执
勤地点。为确保安全，冷珣和队员们选择
执勤地点保密，下班后也不回家。

在防暴车不足12平方米的狭小空间
里，队员们把“家”划分为消毒区、聊天区、
储备物资区、用餐走廊和泡面食堂等多个
功能区，车里就是他们几个人温暖的港
湾。

“两周来已先后集中隔离36人，解除
隔离4人，目前还有32人在隔离中。”3月
12 日，夜幕下，冷珣“戴”着一对黑眼圈，
声音沙哑地向前来执勤点看望的领导汇
报。

冷珣还负责记录，每天坚持拍小视频
或照片，记录工作瞬间，记录抗疫时刻；休
息时间和队员们一起交流谈心，互相勉
励。

“我想将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等疫情
结束，等多年以后再来回味，告诉自己的孩
子，当时我们千千万万伟大的中国人，抗击
疫情多么勇敢！”冷珣揉了揉双眼，伸了个懒
腰，笑称自己还是单身。但他说，未来总是充
满希望的。

益阳：

智慧医疗惠百姓

“棘手的事，
交给王警官”

——苏仙区民警
王启平战“疫”故事

在不足12平方米的防暴车中执行隔离点看守
任务——

特警小冷“热战”第15天

我们，终将胜利

医改
新探索

湖南日报记者 邢骁

“好消息！刘女士准备出院了，长沙新
冠肺炎在院确诊患者将‘清零’！”3月13
日晚，梁露接到长沙市第一医院院长刘激
扬电话。“终于要‘清零’了。”梁露疲惫的
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梁露，长沙市第一医院团委副书记。
17年前，她还是一名抗击非典的护士；17
年后，这位有着丰富突发公共卫生护理经
验的80后，义无反顾投身战“疫”。

与时间赛跑，腾楼备床调设备

1月14日，一场风暴悄然来袭。当天上
午，国家卫健委召开新冠肺炎防控部署会
议，疫情形势可能不容乐观。“咳嗽”“发热”

“肺部CT磨玻璃影”……1月16日，从武汉
青山区来长沙探亲的罗女士,来医院急诊科
就诊。院内专家会诊后，怀疑患者新冠病毒
感染。

“快做准备，越快越好！”刘激扬眉头
紧锁，决定腾楼，备床。

该医院北院三面环山，在一个口袋形
山坳里，地形有利于传染病隔离治疗。“疫
情就是命令，大家抢抓时间！”方案定了，
梁露带领“红丝带之家”志愿者队伍日夜
颠倒，在 7 天内腾空北院 3 栋病房，还将
这里的生活综合楼改造成了隔离病房，共
准备了300余张床位。

每天深夜回到家中，梁露辗转难眠。
北院编设的 300 余张床位，超过长沙当
时确诊患者总数，这为后来长沙实现“应
收尽收”打下了坚实基础。新冠肺炎是一
个全新传染病。梁露赶紧搜集所急需的
各类设备，通宵未眠，制定出了 60 类设
施设备需求清单。

“快些，再快些！病人的事一刻都等不
得。”做完清单，她立马向长沙有关部门打
报告申购、连夜联系厂家购买、第一时间
对外募捐。3天时间，人工肺到位，负压吸
引、中心供氧设备到位，病区空调、热水
器、消毒机、电视机等完成安装……

警报拉响后，长沙市第一医院短时间
内完成了紧急备战工作。

同病毒较量，组队关怀做研究

呼 叫 声 、脚 步 声 、仪 器 声 此 起 彼
伏……被确定为我省唯一省级新冠肺炎
定点医院后，医院党委向全体医护人员发
出号召，第一批就有400余名白衣战士主
动请缨，团委第一时间响应，梁露立马牵
头组建一支青年突击队。医院从400余名
医护人员中挑选了17名重症医学科和呼
吸内科、身体素质好的精干力量，他们成
为长沙第一批“逆行”隔离病区的17勇士。

“注意防护，抽空务必休息，一定要保
持好免疫力。”战士踏上征程，望着他们的
背影，梁露眼圈泛红。

战士北上，防护物资一定要到位，梁
露多方争取募捐。针对防护物资采购难的
问题，她起草了医院接受社会爱心捐赠公
告，接受海内外各类口罩1.92万个，各类
防护服3430件……一线需求得到保障，
北院至今无一名医护人员感染。

在新冠肺炎防控阻击战中，定点医院
是主战场，“120”则是生命转运线。医院急
救医师邢焱接到了罗女士转运任务。转运
前，梁露已提前协调，帮助患者和病房间

“无时差衔接”。经验丰富的梁露，还为转运
过程中医护人员、负压救护车的消毒提供
了不少好建议。

2月2日，院长热线开通。梁露作为助
手第一时间加入，为一线战士、患者及家
属提供心理辅导；线下，她总微笑着为有
需要的人群，及时做好心理干预。

同病毒较量，她还参与到了临床医
疗救治和临床研究中，协助制定两版新
冠肺炎诊疗方案及营养方案，协助制定
新冠肺炎合并精神障碍、孕产妇、儿童
(含新生儿)救治方案，参与修订两版长
沙专家共识。她还参与省科技厅《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防治技术集成研究》等课
题研究中，全力为全国救治新冠肺炎患
者提供宝贵经验。

与时间赛跑，同病毒较量——

梁露：战“疫”青春吐芳华

“我是党员，这是我应该做的”
——永兴县好人梁毕军的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陈志杰

3月5日，收购贫困户蔬菜送往湖
北黄冈。

3月13日，向学校捐赠2222个一
次性口罩，并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
3 月 16 日，记者打开永兴县好人

协会副会长梁毕军的工作记录本，一
股股暖流扑面而来。

今年 46 岁的梁毕军是永兴县马
田镇红星村村民，1997年7月入党，曾
多次被评为镇优秀共产党员。

梁毕军的一对儿女先天性聋哑，妻
子患甲状腺乳腺癌。先前，生活的重担
曾一度压得梁毕军喘不过气，但他从未
向命运低头。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党委、政
府和乡亲们伸出援助之手。”梁毕军
说，如果没有这些爱心帮助，两个孩子
上不起特殊教育学校，也没钱给妻子

治病。
梁毕军为人诚恳,懂建筑，他妻子

勤快,炒得一手好菜。周边一些单位门
窗维修、乡亲们建房，都喜欢找梁毕
军，马田镇政府还鼓励梁毕军的妻子
承包机关干部食堂。在各方面的关爱
下，经过辛勤劳动，近年来，梁毕军家
的生活逐渐好转。

有了节余不忘回报社会。这些年，
梁毕军热心助学、架桥修路,把乡亲们
的困难当自己的困难。

村里硬化道路、修建文化活动中心
等，梁毕军每次都慷慨解囊，在他的带
动下，每次公益活动，村民应者如云。

年过半百的梁先勇是种植能手，
几年前他想扩大葡萄园，但缺乏资金。
梁毕军知道后主动帮扶。

“毕军老弟跑上跑下，帮我担保向
银行贷款 5 万元，解了我的燃眉之
急。”几年后的今天，说起这件事，梁先
勇感激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梁毕军古道热肠，好事做不停。去

年，他加入永兴县好人协会，被选为副
会长。如今，参加公益活动已成梁毕军
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梁毕军
和村干部一道张贴宣传标语、入户排
查、劝停红白喜事，在村口义务值班值
守，忙得不可开交。直到近期疫情形势
好转，他才撤下来。

“抗击疫情，梁毕军不但出力，还先
后向县红十字会、县好人协会、村委会等
捐款14000元，还采购方便面、八宝粥、
口罩送到抗疫一线。”永兴县好人协会会
长马恭志介绍。

梁毕军从新闻里看到湖北黄冈蔬
菜短缺，而村里贫困户种的白菜、萝卜等
又难卖。3月5日，他个人出资收购新鲜
蔬菜8000多公斤，在县好人协会和壹
米滴答物流的帮助下，紧急送往黄冈。

乡亲们赞扬:“梁毕军是村里的活雷
锋。”

“我是党员，这是我应该做的。”梁毕
军说。

打好抗疫保学“组合拳”
3月17日，永州市零陵区徐家井小学，学校防疫人员在厨房进行消毒。连日来，该校组织教师对学校教室、走廊、食

堂、楼梯间等公共区域进行集中清洁消毒，不留死角，并对班主任老师进行疫情防控措施、知识技能培训和线上心理咨询
辅导等工作，织牢疫情防护网，确保抗疫保学两不误。 潘爱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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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卢静 石荣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因为疫情，超长“假期”让不少孩
子过度使用手机，家长为此头痛不已。
如何有效帮助孩子们解决这一问题
呢？3月16日，记者采访了湖南省脑科
医院（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儿少心理
科心理治疗师杨醉文。她对此现象进
行了分析，并给家长们提出3条建议。

杨醉文解释，孩子手机过度使用，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满足感的缺
失，比如学业失败、孤独感、人际障碍
等。

当面对较大的学业压力，多次考
试没达标准甚至失利时，孩子的学习
动力就会逐渐降低。他们会考虑寻找
一些能让自己更有满足感、成就感的
活动，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而第一选
择就是手机或者电子产品。他们通过
在游戏中控制角色，完成游戏任务，来
获得快感和成就感，并消化自己在现

实生活中的不满、失落、压力、沮丧和
难过。

而孤独感和人际障碍，这些情绪
也会导致他们更加依赖于电子产品，
从虚拟世界的人物或者网上的朋友那
里获得慰藉。

此外，不科学的家庭教育方式也会
引发孩子们过度使用手机。在亲子互动
交往过程中，面对孩子的种种问题（不听
话，学习成绩下降等），父母应对的态度和
方式不合适，往往容易导致孩子出现焦
虑、恐惧、抑郁等情绪，并诱发孩子从手机
里寻找慰藉，再次加剧原本的问题，造成
恶性循环。

杨醉文说，很多时候，当看到孩子
过度使用手机，父母会很紧张很警惕。
但为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频率，父母
所使用的办法一般由劝导、斥责再到
采取强制手段，比如没收手机，强制断
网，布置功课，甚至无计可施、选择打
孩子。这样，父母和孩子的距离越来越
远，加剧孩子手机过度使用的问题，更

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
对此，杨醉文认为，家长应采取科

学的家庭教育方式，通过和孩子共同
合作，来帮助孩子更从容地应对压力，
解决人际交往中的问题。杨醉文提出3
条建议，有效帮助孩子解决手机过度
使用问题。

一是尊重和理解孩子。家长可以
尝试把孩子当做自己的朋友，将担心
困扰跟孩子倾诉，做出与孩子相关的
决定前跟孩子商量。这会让孩子感受
到被尊重，也会让孩子逐渐愿意和家
长沟通。

二是避免带着情绪教育孩子。面对
孩子不听话、顶嘴、叛逆时，家长会有情
绪，发脾气。但对着孩子发的火越多，孩
子的情绪更容易出现问题。

三是尽量“有趣”一点。家长可以
尝试去了解孩子所喜欢的一些东西，
比如孩子喜欢看的书、喜欢追的剧、喜
欢的明星，增加和孩子可聊的话题和
可做的事情。

超长“假期”,孩子过度使用手机怎么办
心理治疗师支三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