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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立县-乡-村一体化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昌江医疗集团成立以
后，提出并实施了“全县域乡村一体
化急救体系建设方案”，统筹协调全
县医疗卫生资源，真正实现基层首
诊、双向转诊、总慢分冶、上下联动的
分级诊疗新模式。

据何谦然介绍，昌江全县域一体
化急救体系的站点分三个级别。一
级站点为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和县中
西医结合医院急诊科，其职能是统
一调度、打破壁垒、落实排班；二级
站点为乌烈卫生院、海尾卫生院和

七叉卫生院，实行垂直管理，真正服
从调度，实现区域协同，在能力范围
内抢救病人，并负责双向转诊。三
级站点为其他9个卫生院，对上级站
点负责，并直接联系和对接所有的
村卫生室。“在建设过程中，我们重
点加强对二级站点的建设，即强化
二级站点的医护人员的技术培训，
及人员保障、车辆配备、急救设备维
护。”

3月18日，昌江医疗集团成功举
办了第一期基层医护人员急救技能
规范化培训班。培训紧扣急救复苏

技能主题，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不仅实用性强、互动性强、
针对性强，也融合了急诊急救技能的
临床思维，不仅提升了昌江基层医
院、卫生院急救一线医护人员的急救
技能，也有效促进了昌江全县域一体
化急救体系的建设。

继首期基层医护人员急救技能
规范化培训班成功举办后，昌江各个
站点的急救复苏技能培训也陆续展
开。“1、2、3、4、5、6、7、8……”3月20
日下午，在海尾卫生院急救室里，一
名医护人员正严格按照操作规范按

压一具人体模型的胸部，周围多名医
护人员观摩学习。据了解，这是昌江
医疗集团的专家正在对海尾卫生院
的医护人员进行急救技能心肺复苏
现场培训。

“我们上次在县级医院开展的是
全县域急诊急救人员的培训，接下来
我们会分期实现全县急诊急救人员
规范化培训的全覆盖。”昌江人民医
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梁周介绍，海尾卫
生院的培训是昌江医疗集团深入到
基层开展培训第一个站点，以后将陆
续在更多站点开展培训。

建急救体系 探索分级诊疗新模式

今年1月24日上午，昌江医疗集
团大型专家义诊活动在县人民医院
门前举行。活动现场，由心脑血管
科、儿科、妇产科、内科、外科、骨科、
口腔科、内分泌科等科室20多名医生
组成的昌江医疗集团义诊队，为前来
就诊的群众提供义诊服务。

据悉，此类义诊活动并非昌江医
疗集团第一次举办，每次参加义诊专
家们都会逐一为群众解答关于疾病
预防和保健的常识，为群众免费测量
血压、血糖，并对常见的慢性病、多发
病提供专业的预防和治疗指导，受到
了群众的欢迎。

昌江女孩韩诗琪出生不足周岁时
被发现双目失明。因家庭贫困，直到

2014年，小诗琪才被确诊为先天性双
眼球震颤。可因为高昂的医疗费，小
诗琪的眼疾一直没有得到治疗。之
后，小诗琪的病情得到了省、县、乡各
级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怀，昌江县民政
部门从“双特”资金安排6万专款用于
保障小诗琪的病情治疗。经过近两年
时间的治疗，如今小诗琪已重见光明。

据悉，昌江在2014年出台《城乡
特殊困难群众特别救助暂行办法》，
每年安排不少于2000万元资金，用于
救助因重特大疾病、意外伤害、意外
事故等原因导致特殊困难的家庭。

近年来，昌江县委、县政府通过一
系列实实在在的医疗惠民举措，不断
提升山海黎乡群众的幸福感。去年以

来，昌江累计投入资金超2亿元采购先
进的医疗设备，同时引进妇产科、儿科
等专业人才，努力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获得了“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全国健康促进县”“全国基层中医药
先进县”等荣誉称号。而昌江医疗集
团的设立以及武汉专家团的“落户”，
让这种幸福感倍感强烈。

昌江医疗集团人才和技术的引
进，促使县人民医院和县中西医结合
医院的就诊量明显增加。同时，病患
留院治疗的时间也明显缩短。两家
医院能“治大病”、能“做大手术”的好
口碑很快在病患群体里传开。

“以前因为缺乏技术，能在县里
医院做的手术少之又少，更别说微创

手术了。许多患者如果要治疗大病
就得去海口，有的甚至还得出岛，医
疗成本非常高。而现在，大病基本不
用出县。”蔡松波表示，自从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的专家来昌江驻点后，昌江
的医疗技术得到提高，回归当地的就
医人数持续增长。

“我们不仅要让群众在家门口就
能看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好病。”
对于武汉名医团队落户昌江，昌江县
委书记黄金城说，联手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共建昌江医疗集团，是昌江继实
施限费医疗、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之
后，在医疗体制改革上迈出的又一大
步，必将实实在在地提升当地老百姓
的幸福感。

医疗惠民 提升群众幸福感C

创立于1923年的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是国家首批三级甲等医院。与
昌江共建医疗集团后，该医院充分利
用自身优质医疗资源和管理体制优
势，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医院管理
等方面对昌江医疗集团实施帮扶，全
面提升昌江县域医疗卫生机构医疗
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去年8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与
昌江县政府签订合约，确保每年有10
名高级职称专家常驻昌江扶持专科

建设，实现5年内在昌江县域内至少
打造一所三级水平医院。”昌江医疗
集团党委书记何谦然说。

作为我省首个紧密型医联体试
点单位，昌江医疗集团下设县人民医
院和县中西医结合医院两个紧密型
医联体，并分别管理相应的乡镇卫
生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其成立
对调整和优化昌江卫生资源布局，
提高医疗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缓
解看病难问题和改善医疗服务具有

重要意义。
“到昌江之后，发现这边医院的微

创手术相关技术比较缺乏，大多还是
进行开放式手术，风险高、病人恢复
慢。我们来之后，利用医院现有的创
新设备，开展了多台微创手术。”3月
20日，笔者来到昌江中西医结合医院
采访时，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派驻专家、
泌尿外科主任陈志远表示，“我们最主
要的目的，就是通过‘传帮带’，让这里
的医生能迅速成长起来，为昌江老百

姓带来最大的实惠。”
这一目的，正在逐步实现。“这些

专家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实际操作，
都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医护
人员的业务能力都实现了较大提升。”
提到医疗集团的成立和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派驻专家的帮扶，昌江中西医结
合医院外一科主任蔡松波难掩内心的
激动，“他们的实干精神感染了我们，
我们也愿意跟他们学习，提高业务能
力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汉医”南下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A

近两年来

昌江投入2776万元

建设县中西医结合医院精神病科住院大楼

2所“全国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

69所标准化行政村卫生室
建成

昌江医疗
惠民大事项

目前
昌江已与县域外

18家公立定点医疗机构

签订一站式结算协议
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2017年底
昌江启动“儿童眼健康关爱行动”

计划对全县8000名学生进行眼健康筛查

目前已免费救治18名视障儿童

昌江大力开展健康扶贫
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农村低保对象

实施医疗报销比例达90%
与18605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签约“家庭医生”

全面提高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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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岁患者讲述就医经历：

专家常驻“家门口”
让看病不再难

3月20日，昌江黎族自治县叉河镇78岁的
刘阿公讲述了自己在昌江中西医结合医院治疗
的经历。“我得病已有5年多了，之前昌江的医
院由于缺乏技术无法进行手术，靠药物治疗治
标不治本。”他表示，自己本已打算去广州治疗，
后来得知武汉的专家来昌江，带来了新的技术，
才决定到县中西医结合医院试一试。

据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派驻专家泌尿外科主
任陈志远介绍，刘阿公主要症状是小便次数频
繁，排尿困难，残余尿量增多。“从医学的角度来
讲，残余尿量超过30毫升，病人就需要进行手
术，经我们检测，患者残余尿量达到了80毫升。
但患者年龄较大，传统的开放式手术有风险、恢
复慢，因此我们决定立即为他进行了经尿道前
列腺等离子电切术，一般情况下一周就可以完
全恢复。”陈志远说。

“现在我整个人都舒服了，10日过来的，11
日就进行了手术，现在已经恢复，明后天就准
备出院了。”谈起自己的治病过程时，刘阿公对
昌江医疗集团充满了感激，他说：“我一定要好
好感谢这些医生们，他们的微创技术真的很
好，我都没有找到伤口，也没有流血。这次治
疗医保报销后只花了几千元，比去广州能省不
少钱。”

成立医疗集团、引进高端医疗人才、提升基层医疗技术……

昌江：精心布局织密群众健康“保障网”

从完善基层医疗设施
配套，到提升县域医院医
疗医技水平……近年来，
昌江黎族自治县县委、县
政府医疗惠民的步伐从未
停歇。2018年11月，备受
各方关注的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昌江黎族自治县医疗
集团（以下简称昌江医疗
集团）成立。这是武汉大
学人民医院和昌江在卫生
健康领域合作的开端，标
志着湖北、海南两省之间
具有鲜明“昌江特色”的全
新医疗帮扶模式开启。

昌江医疗集团的成
立，全面提升了昌江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
和管理水平，对昌江医疗
卫生事业改革有着深远
影响。

“看病贵、看病难，一
直困扰着老百姓。因此，
实现医疗资源下沉是我
们现在发力的一个主要
方向。与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携手成立医疗集团，
引进先进医疗技术和高
端医疗人才，就是从老百
姓的获得感出发，让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
质的医疗资源。”3月 20
日，昌江卫健委主任郭振
彪如此表示。

昌江医疗集团中西医结合医院。

全国医德标兵宋恩峰教授在查房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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