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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看病远、看病难、看病贵，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近年来屯昌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姓就医获得感持续提升。
从“大额班”屡见不鲜、生源外流严重，到“好学校”建到家门口，屯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近年来不断提升，城乡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一张张民生成绩单的背后，是屯昌坚持以小财政办大民生的执政理念——2018年，该县全年民生支出23.98亿元，占财政支出的79.88%。以真金白银的投入

换来百姓的实惠。近年来，屯昌从老百姓最关注的就医、就学问题入手，坚持补短板、惠民生、求突破，切切实实提高着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屯昌全年民生支出2323..9898亿亿元

占财政支出的7979..8888%%
2018年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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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融媒行——屯昌宣传周

■ 本报记者 谢凯 李梦瑶
特约记者 邓积钊

10月24日下午3时许，
一场生动精彩的卫生适宜技
术项目讲座在屯昌县人民医
院办公区二楼会议室举行，来
自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的神经内科专家团队，正针对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静脉溶栓
治疗展开主题演讲。“真是获
益匪浅，感觉治疗思维又清晰
了不少。”翻看着密密麻麻的
笔记，屯昌县人民医院主治医
师温泽云连连感慨。

随着医联体建设的深入，
这样的场景，如今每隔一段时
间便会在屯昌县人民医院上
演。该院副院长邱垂明介绍，
现今，通过医联体的建设，屯
昌县人民医院实现了与省内
外知名医院的医疗资源共享，
建立了双向转诊、上下联动的
诊疗模式，得到广大患者的好
评，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屯昌积极推进医联体建设，满足百姓家门口看病需求

连通优质医疗资源 疏通群众看病堵点

“我们和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中
日友好医院、海南省肿瘤医院等医院展开了
合作，帮扶单位通过定期开展专题讲座、疑
难病例会诊讨论等业务指导，使得我们的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有了明显提升。”邱垂明坦
言，事实上，9年前的屯昌县人民医院还是一
个医疗技术底子薄、满足不了屯昌百姓看病
需求的医院。

短时间内，基层医疗条件难以得到迅速
改善，“就医难”这道题究竟该如何解？

屯昌的做法是:将优质医疗资源“请”
进来。

2011年，屯昌县人民医院与海南医学
院第二附属医院正式“联姻”。“我们隔段时
间就会过来一次，参与病房查房、疑难病例
会诊讨论及手术指导等工作。”海南医学院
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曾超
胜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经过这些年不间断的
对口帮扶，如今屯昌县人民医院皮肤科、神
经外科、危重新生儿和危重孕产妇救治中
心、重症监护室等科室相继完善，医疗水平
显著提升。

与此同时，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科专家
还会定点定期前往屯昌开展诊疗服务，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了屯昌地区皮肤病患者看病
难的问题。

以医联体建设为抓手，以常见病、多发
病、慢性病分级诊疗为突破口，近年来屯昌
打通阻碍机构协作、资源整合的各种壁垒，
组建大医院与基层医院共同协作的服务共
同体、利益共同体，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
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

“如今，血透、新生儿救治等一系列基础
医疗技术都能在我院顺利开展。”在邱垂明
看来，这场大医院与基层医院的“牵手”，正
让百姓“大病不出县”的愿景得以实现。

10月25日上午，51岁的屯城镇居民王
华早早来到屯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楼，进
行术后复查。“没什么大问题了，还是要多注
意休息。”听到屯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
任、主治医生叶保江的话，他悬着的一颗心
总算放了下来。

上个月，王华骑车时不慎摔倒致使左股
骨颈骨折，随后来到屯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接受左全髋置换术。说到留在“家门口”看
病的原因，他直言：“这些年，社区的就医条
件大变样，在这里看病，我放心。”

王华不知道的是，他之所以能在“家门
口”完成手术治疗，是因为海南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与屯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订了医联
体合作协议，让好医生、大医院下沉到基层。

“来自海口的专家下沉实施教学和手术

等医疗技术指导，再加上屯昌县委、县政府
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基层卫生服务中心的投
入和建设，如今我们卫生院的医疗服务水平
有了明显提升。”叶保江介绍，在做好基础卫
生服务保障工作之余，他们与医联体帮扶单
位合作打造外科特色科室，诊疗人次不断增
多，营业收入也在增加。

2018年，屯昌卫生服务中心门诊诊疗
达5.4万人次，住院人次1711人，业务收入
超过1042万元。“除了附近居民，甚至定安、
澄迈等周边市县的居民也经常过来看病，这
在过去根本不敢想。”在叶保江看来，随着优
质医疗资源的不断下沉，“城市大医院门庭
若市，基层卫生院冷冷清清”的景象也将逐
渐得到改变。

“通过医联体的建设，我们的医疗服务

水平逐步提升，卫生技术人员的思维和眼界
也随之拓宽，能够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大大增强了百姓就医的获得感、幸福感。”屯
昌县卫健委副主任庞新宇表示，下一步屯昌
将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
进一步改善医疗机构诊疗条件，更好满足广
大人民群众就医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屯昌投资2.8亿元用于
县中医院建设，预计明年上半年建成投入使
用。与此同时，该县大力推进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标准化建设，今年新开工建设54个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项目，继续加大对乡
镇卫生院和村级卫生室的建设投入力度，配
备配齐诊疗设备和医疗技术人员，进一步改
善基层医疗机构诊疗条件。

（本报屯城10月28日电）

低矮破旧的教学楼摇身一变成为现代
化教学楼，坑洼的沙石操场铺上塑胶跑道与
人工草皮，新添教学设备、教学仪器等配套
设施，打造经典诵读、美术绘画、书法等特色
教学课程……这几年，眼看着屯昌县南吕镇
中心小学的校园面貌焕然一新，在这里教了
20年书的陈家炳感触不可谓不深，“学习和
生活环境都变好了，如今和城里的学校几乎
没什么两样。”

南吕镇中心小学的蜕变，是屯昌县委、
县政府对“再穷不能穷教育”这一承诺的
兑现。

2015年至2018年，屯昌累计投入24.71

亿元用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其中，投入
4.18亿元新建及改扩建校舍110992平方
米；投入3735万元迁址建设红旗小学，新增
1890个优质学位。

“除了硬件设施的改善，我们在软件上
也不断加强，特别是教师队伍。”在屯昌县教
育局局长傅彧看来，屯昌地区的教育教学底
子薄，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扭转
局面的关键。

近4年来，该县通过招聘农村特岗教师
和师范院校应届毕业生，补充义务教育阶段
教师185名，引进骨干教师7名；通过城乡交
流、转岗培训等方式，调配158名教师，交流

校长22人、教师540人，不断优化教师队
伍。此外，屯昌不断提高教师工资待遇,实
施农村教师每月生活补助制度，补助金额从
100元至300元不等。

乡村教育投入大力保障，教育资源要素
配置努力配齐配强。屯昌把提升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水平为发展教育的切入点，不断加
大财政投入，推进“全面改薄”工作（全面改
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
件），集聚教育发展的新动能。如今，屯昌越
来越多的学校变靓了、变强了，从县城学校
到乡村教学点，琅琅书声越来越响亮……

（本报屯城10月28日电）

屯昌加大教育投入，创新办学模式，改善办学条件

力促教育优质均衡 办好家门口学校

■ 本报记者 谢凯 李梦瑶
特约记者 邓积钊

“我是看着这所学校成长起
来的，尤其在合作办学后，整个
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我对学校
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华中师
大一附中屯昌思源实验中学教
师符贻传笑着说。出于对学校
发展的信心，符贻传打消了把孩
子送到海口读书的念头，而是把
孩子留在了屯昌思源实验中学
学习生活。

让符贻传思想发生转变的
是屯昌近年来实施的合作办学
项目，引进了华中师大一附中等
教育资源，让屯昌本地学生在家
门口也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近年来，屯昌县委、县政府
把教育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2015年至2018年，屯昌在
教育领域上午财政投入达24.7
亿元，从合作办学、学区制办学
等方面着手，努力提高教育水
平，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合作办学，推动华中师大一附中屯昌思
源实验中学实现了华丽转身。

创新育人模式，在教育教学工作上下
狠功夫……华中师大一附中屯昌思源实验
中学着力改变薄弱面貌，办学水平正逐步
提升。

“目前，我们还成立了梦想班，实施小班
化教学，梦想班中既有品学兼优的学生，也
有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优秀孩子，通过把孩
子们送往武汉等地研学，激发他们的学习动
力，再引进华师一附中的名师执教，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屯昌本地的孩子升入

一流大学。”华中师大一附中屯昌思源实验
中学校长赵飞马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除了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屯昌还最大限
度地让本地优秀教育资源发挥辐射作用。

屯昌向阳中心小学是屯昌当地成长起
来的优秀学校。2018年秋季，屯昌组建屯
昌县向阳中心小学教育集团，正式托管屯
城周边的下坡小学和迈敏小学两所基础
教育薄弱学校，实行三校一体化办学，三
校区教学同步、管理同行、师生双向交流
学习。

屯昌县向阳中心小学副校长李开试介

绍，一区的教师、学生分流至二区、三区，
共同工作学习，实现全融合的合作办学。
一年来，下坡小学、迈敏小学的整体教育
教学水平显著提高，与一区的学生成绩基
本持平。

“教育资源的整合不仅给其他两所学校
带来变化，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变化，3个校
区的教师双向交流后，老师们开始有危机
感，日常教学工作中也在追赶比拼。”在屯昌
县向阳中心小学教研室主任吴小花看来，城
乡教育帮扶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共同促进
了屯昌基础教育的发展。

屯昌以小财政托起大民生，以大民生促进大发展

补齐短板保障民生 下好教育医疗“两盘棋”

教育支出4.94亿元
增长 19.0%

合作办学 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全面改薄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深化医联体建设 大病不用出县城

下沉优质医疗服务 小病首诊在基层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支出3.95亿元
增长60.1%教育 医疗

2015-2018年

屯昌累计投入24.71亿元用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其中，投入4.18亿元新建及改扩建校舍 110992平方米

2018年

屯昌新建校舍 2.88万平方米；义务教育阶段66人以
上超大班额现象全面消除；辍学率低于国家辍学控制线

近4年来

屯昌通过招聘农村特岗教师和师范院校应届毕业
生，补充义务教育阶段教师 185名，引进骨干教师 7名

通过城乡交流、转岗培训等方式，调配 158名教师、交
流校长22人、教师5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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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人才队伍

2018年招聘 63 名医疗卫生技术人员，2019年招聘 29 名，
2018年引进副高级以上人才2人。2019年招聘到岗村医5名。

家庭医生签约

目前屯昌已组建团队 77个，团队总人数 459人，其中医生 112
人，村医 103人；目前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6818户已全部签约。

改善医疗条件

屯昌今年投资2.8亿元用于新建县中医院，预计明年上半年建
成使用

屯昌大力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今年新开工建设
54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项目，

俯瞰屯昌屯城镇俯瞰屯昌屯城镇。。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天平李天平 摄摄

华中师大一附中屯昌思源实验中学老师在心理课上和学生交流。 在华中师大一附中屯昌思源实验中学，数学老师为学生讲题。

屯昌县中医院项目正加紧施工。
俯瞰屯昌县特殊教育学校。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科专家在屯昌县人民医院坐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