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病不出县 县级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增强

9月20日，临高县卫健委主任黄友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近年来，临高加大了对医疗卫生
事业的投入，新建了县人民医院，搬迁了县中
医院、升级改造了县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县
妇幼保健院，县级医疗机构“全面更新”，并在
全县农村建起了147家村卫生室，配齐了212
名持证乡村医生，方便城乡群众家门口就医看
病，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2014年，投资2.3亿元在县城新城区建起
的临高县人民医院投入使用，临高医疗卫生事
业迈入新起点。医院占地面积116亩，总建筑
面积约4.4万平方米，开放床位480张，2018
年门急诊就诊人数32.4万人次，住院病人人数
2.1万人次，住院手术病人3183例，病床使用
率达88.68%。

临高县人民医院院长孙启明说，搬迁至新

址后，县委、县政府投入5300万元购买飞利浦
核磁共振等130多台国内外先进医疗设备，为
医院新技术、新项目的开展提供保障，目前医院
设有16个临床专科，其中呼吸心血管内科和呼
吸内科为省重点专科，重症医学科、神经外科、
肿瘤外科、血透室等都是迁至新院后新成立的
科室。今年1月19日，临高县人民医院脊柱外
科、神经外科ICU又挂牌成立。“医院开展了一
些高难度、技术含量高的新技术，包括脑室钻孔
外科引流术、微创脑内血肿吸碎术、甲状腺癌颈
淋巴结清扫术、纵隔肿瘤切除术等30多种，这
些技术在全省二甲医院中处于领先水平。”

临高县中医院等其他县级医疗机构医疗
装备和技术力量也都有质的变化和飞跃。“大
病在县级医疗机构尽可能解决，让患病群众不
用奔波出县。”黄友说。

9月11日上午9时40分，临高县波莲镇带
群村卫生室门口树下已坐着不少前来打点滴
的患者，诊室里也坐满了患者。

一位正在输液的男性村民说，他的脚摔伤
了，怕感染，就来村卫生室吊瓶输液消炎，“报销
后付4元。”

一位名叫周新粮的小朋友因发烧由妈妈陪
同来此打点滴，周新粮妈妈说，小孩发烧看病，
报销后自付7元，“大人小孩有什么不舒服，现
在都在村卫生室看病，很方便。”

带群村卫生室按农村卫生室标准建设，
有60平方米，分隔三个区域，中间是医生看
诊区，一头是药房，药柜里摆满了常见药，另
一头是输液室，有1张床位，沿墙放了若干张
输液椅子。

“这一早上已经看了33个病人了。”10时
08分，海南日报记者趁空采访村卫生室医生林

峻琦。他今年38岁，毕业于海南医学院临
床医学专业，2011年通过临高公开统

一招聘乡村医生来到这里上班，
一待就是8年。

“每天上午看完所有
的病人才会下班，快则
12点多，晚则中午一
两点才行。来到这
里，欣慰的是得到村
民认可。治疗常见
病一般不用出村。”
林峻琦说。

林峻琦诊桌上
放有一台手提电脑，
可以高速上网。得
益于临高斥资 1300

多万元给全县147所
乡村卫生室铺设光纤入

室，农村群众可以直接看病
报销。
来村卫生室看病的村民，都

拿着一个新农合医疗证，医生诊断后直接开处
方，村民凭证直接通过电脑网络报销。用药明细
及报销数额皆直接打印在处方笺上，由村民签名
并按指印确认，明明白白。

“乡村卫生室药品从镇医院进药，药品价格
由镇卫生院录入村医系统，按照进货价销售，实
行零差价。”波莲镇卫生院院长陈云波说。

9月11日上午11时许，记者又赶至波莲镇
多贤村卫生室探访，医生陈国云查了电脑记录
说，上午看了22个病人。乡村医生没有礼拜
天，每天固定半天看诊，还要忙一些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多贤村委会下辖7个自然村，“你
看，我们为全村村民建立了健康档康，全村高血
压有202人，糖尿病二期患者有110人，65岁以
上老人有334人。”陈国云说，每季度为高血压
和糖尿病检测一次血压和血糖，指导病患用药，
并且测完2周后要随访；对老年人则每年体检
一次，“随时掌握村民的健康状况，有利于疾病
早发现早治疗。”

有些村庄病人比较多，乡村医生全天看
诊，9月20日下午4时至5时，记者在博厚镇
博西村卫生室看到，这里打点滴的病人还有
好几位。

“在农村卫生室‘网底’建设方面，临高是走
在全省前列的。”黄友说，一是全县全覆盖，147
座乡村卫生室覆盖农村，村民常见病、多发病可
以在村里解决；二是临高为解决乡村卫生室医
生配置问题，培养乡土村医，近年以分三批从高
中、中专以上学历招收75名毕业生，送至省第
三卫校学习三年农村医学，毕业后再安排至县
人民医院跟班学习半年，才安排至村医岗位上
岗。全县村医皆有村医执照，而且队伍年轻化、
专业化。

此外，临高着力构建服务城乡居民的医疗
卫生保障网络，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和看病贵
问题。在医疗惠民方面，临高已实行美沙酮免
费治疗，精神病门诊、住院免费治疗，结核病门
诊、住院免费治疗等。（本报临城9月25日电）

特色办学“激情”与“条理”并重西南大学临高实验中学

一走进西南大学临高实验中学，校长王
遵义就说起学校的“激情教育”。他说：“我们
的早操就是一片呐喊的海洋，就像唱渔歌一
样，学生尽情高呼——我跑步、我健康；我奋
斗、我收获……激情教育可以调动起学生的
最佳状态。”

与王遵义校长漫步在学校，迎面碰到的每
个学生，都会笑着问声“老师好！”王遵义说，学
校实行育人导师制，每个老师都要负责带10
个学生。

学校要求学生“手中有笔、笔下有本、本上

有字、字要规范”。“就是凡事有条理。”王遵义
说，“我们抓书法教育抓到学生笔记上，学生的
试卷很多都是优美的书法作品。”

王遵义是学历史的，但钟情英语，在每周
一的国旗下演讲环节或在学校的一些场合，他
会抓住机会用英语演讲。“这是从我开始，鼓励
学生学好英语，成为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
需要的人才。”他还在临高率先聘请了1名来
自英国的外教，每周每个班安排一堂外教全英
文授课，“这学期我们又聘请了另外两名外教，
学校要将英语教学打造为学校特色。”

规范教生行为 培养良好习惯澜江学校

澜江学校是2018年9月正式开学的完全
小学，提供1080个学位，主要满足临高县城新
城区适龄儿童入学需求。学校楼群充满古朴
气息。走进学生宿舍，走道里白色磁砖擦得锃
亮，每个宿舍门口统一的位置摆放着鞋架，宿
舍里安装有空调，8张上下铺木床摆放整齐，
地板和卫生间干干净净。

“这一年，我们都在做一件事，就是规范教
师教的行为、规范学生学的行为。”澜江学校校
长刘建文说。他是临高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从
吉林省引进的“全国优秀校长”，临高目前唯一
的中小学正高级教师。

“静悄悄，排好队，打好餐，吃好饭……”刘
建文说，这些精心总结的“三字经”都是学生的
行为规范，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的温馨提示语。
无论是在课堂听课，还是餐厅就餐、宿舍休息，
学校都从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
惯入手，逐个方面去教孩子们怎么做，由浅入
深，循序渐进。

“这个学期的开学典礼，孩子们往那一站，
精神面貌特别好，看起来活泼可爱，与一年前
刚进校时的混乱囧然不同！”刘建文说。

“仅仅办学一年，澜江学校就办出了品牌，起
到了引领示范作用。”临高县教育局长黄族光说。

今年4月16日，一名65岁的男子因电锯伤及左大腿导致大出血，被紧急送往临
高县人民医院抢救。当时这位伤者左大腿呈喷射状出血、左股动脉、股静脉完全断
裂，伤情罕见，需要转至三甲医院手术，但患者命悬一线，如果转院，极可能途中死
亡。临高县人民医院一方面紧急开通急诊绿色通道，对病人先行血管探查止血，给
患者大量输血，另一方面紧急协调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专家急赴临高主刀手术救
人。短时间内专家赶至县医院，与县医院医护人员共同对患者进行了人工血管移植
吻合术，患者转危为安。患者术后被送往ICU监护治疗，接受创呼吸机辅助通气、镇
静镇痛，7天后康复出院。

“这个从死亡线上抢回生命的例子，尽管有省人民医院的驰援，但也能体现临高
县人民医院抢救生命的能力，反映出临高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临高县卫健委有关
负责人近日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临高县级医疗机构升级改造，乡村卫生室全覆盖

城乡医疗保障网构建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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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城乡最美的风景是校园。近10年的时光变迁，临高城乡学校旧貌换新
颜，如今孩子们可以在美丽的校园里晨读、上课、运动，享受教育的美好。

临高教育的崛起，更在于一批“好口碑”的学校在城乡崛起。临高以行之有效
的考核机制，抓“关键少数”——校长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力促各个学校奋勇争先，
激发了杏坛活力。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探访了临高几所学校。

海南日报记者来到红华中心学校时正值
傍晚，校园整洁安静，教学楼前的两排大樟树
引人注目。樟树间矗立着一道文化墙，墙两
侧设计有书架，装有玻璃门，学生可坐在树下
看书。

这所学校建校于 1957 年，原属农垦系
统，曾因农垦资金困难，学校硬件设施较为
破旧落后，但红华中心学校的老师们多年来
一直坚持坐班制，传承着农垦人的诸多优良
传统。

2009年红华中心学校移交地方后，临高
投入900多万元新建了综合楼、运动场和学生
食堂、教育周转房，翻修了教学楼，学校气象焕
然一新，2017年被评为省级规范化学校。

因为教育教学质量走在全县前列，身处
农村的红华中心学校很少有学生流失，甚至
周围地区的孩子还往里挤，前几年还出现了

“大班额”的情况。“目前学校有28个教学班，
经过控制，各年级教学班已回归正常了。”校
长周海勇说。

老学校新面貌 教学质量列前茅红华中心学校

东英镇美夏小学距离海边不足百米，是所
乡村完全小学，周边村庄比较密集，几年前学
校每学期都流失一些学生，而近两年不但没流
失，还有学生回流，这学期就有18名学生从县
城学校回来了。

“没有书香不成校园。”陈江维2017年到
美夏小学任校长。他到任第一件事就建起学
校的图书室，每年举办颂读比赛，营造读书和
学习氛围。

陈江维认为，绩效工资如果不能体现激
励，反而会产生负面影响，他与教师们反复探
讨，下决心进行绩效工资改革。美夏小学出台
了教师30%绩效工资分配方案，真正落实多劳

多得、优劳高薪的激励机制。
“方案特别增设了教研成果奖，教师在

参加教育教学评优、论文撰写及竞赛指导中
按不同等级给予奖励。参加校际交流课以
及期末学生考试成绩都成为奖励依据。”陈
江维说，实行绩效改革后，老师积极性被调
动起来。今年全县小学毕业测试，美夏小学
学生平均分成绩一举跃升至全县第二名。

临高新盈中学、和舍中心学校、新盈中心
学校、东江学校等农村地区学校也因出色的办
学成绩获得临高县委、县政府表彰。一批“好
口碑”学校正在临高乡村崛起，好学校不再只
是城里有。 （本报临城9月25日电）

实施绩效工资改革 激发教学活力美夏小学

加来农场兰栋小学是一所乡村小学，校园
面积28亩，有一栋新建的3层教学楼和两栋重
新装修过的老教学楼，设有科学室、体育室、心
理咨询室。新建教学楼的前面是开阔的操场
和篮球场。

学校下午4时许放学，一般孩子回到家后
就玩耍了。对此，校长李发启和老师们在学校
精心布置了一间七八十平方米的图书室，用桌
椅拼成了长长的两排长桌子。每天下午放学

后，全校133个孩子或在图书室看书，或在操场
运动，老师们因此也多了一节课时间留在学校。

“学生们看书，老师们可以批改作业或备
课。”李发启介绍，从去年9月开始，学校坚持
每学期利用农闲时间开家长会，促进家校互
动。这所小学位置较偏僻，但教职员工十分努
力尽职，学生成绩优良率挺高。“今年小学毕业
文化测试，加来地区语数英三门课第一名均在
我们学校。”李发启说。

教职员工尽职尽责 每天多留学生一节课兰栋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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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强化考核及管理，力促各学校奋勇争先

一批“好口碑”学校正崛起 教育 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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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江学校下午的课外活动。本报记者 张惠宁 摄

波莲镇带群村卫生室，医生林峻琦正给病人看病。本报记者 张惠宁 摄

临高在全县中小学推广书法教育活
动。图为和舍中心学校的书法第二课堂。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摄

临高县人民医院。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小病不出村 农村卫生室接诊病人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