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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疗机构旧貌换新颜

这些年，五指山市毛栈村卫生
室除了服务的人群没变，其他都在
悄然改变。

“我们村卫生室服务人口1700
多人，这里老人多，他们如果要出去
看病，还真是件麻烦事。”在毛栈村卫
生室工作了9年的青年村医梁克梅回
忆道，自己刚来卫生室的时候，这里
设备简易，没有电脑，甚至连诊疗床
都没有。而如今，电脑、空调、雾化
机、中医理疗设备、药品阴凉柜、远程
心电会诊平台等设备一应俱全。

“特别是卫生室里新配备了远
程心电一体化会诊平台，我在这头
给患者做的心电图，会马上传输到
省二院的医生那里，他们诊断后再
将结果回传给我，10 分钟左右患
者就可以知道结果。”梁克梅说。

据悉，我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标准化建设共涉及1249个机构，共
新增业务用房和周转房43.8万平方
米，基本实现“四个功能区”合理布
局，科室优化设置。新配医疗设备
1529件，实现中心卫生院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大三件、小三件、急救五
件全覆盖，一般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站和农场医院小三件全覆盖。

基层医疗服务全方位提质

近日，在东方市板桥镇好瑞村
卫生室，65岁的叶大爷体验了一把
该村卫生室新配备的智慧5G医疗
设备。“轻度心梗，跟我前几日去海

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检查的结果
一样，以后复诊方便多了，不用再往
海口跑，家门口就能看诊。”叶大爷
很高兴，逢人就夸村卫生室的这套
先进设备。

缺心电医生，缺超声医生，缺检验
师，乡村医生诊疗能力低……为破解
长期以来基层医疗能力不足问题，我
省从去年开始启动基于5G物联网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提升工程，为
全省19个市县的县级医院、300余家
乡镇卫生院和农场医院、2600余家村
卫生室配备了支撑5G网络的掌上超
声、眼底照相机、12导联心电、胎心监
护仪、健康一体机等设备，大大提升了
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能力。

该项目利用5G和人工智能技
术，依托现有信息化基础，建设远程
诊断、智慧院区、5G智慧急救系统、
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等，全面促进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目前，我省已经
初步具备以省级负责统一质控，省和
市县级医院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
供远程会诊、影像诊断、彩超诊断、心
电诊断和检验质控等省县乡一体的
远程医疗同质化服务的能力。

同时，我省加强基层人才队伍
建设。三亚、儋州、文昌等13个市县
已完成“县属乡用”“乡属村用”招聘
471人。儋州市通过“乡属村用”人
才流通机制已招聘1名副主任医师、
2名主治医师到村医岗工作。开展
允许医学专业高校毕业生免试申请
乡村医生执业注册工作，全省已有5
名医学专业高校毕业生免试加入乡
村医生队伍。

乡村医疗卫生服务力
争达全国领先水平

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有关
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期间，我省将
坚持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益性，构
建“15分钟城市健康服务圈、30分钟
乡村健康服务圈”，助力推动形成基
层首诊、双向转诊的机制。

同时，我省将大力开展基层“达
标年”活动，大力推进“优质服务基
层行”活动和社区医院建设，持续开
展基层样板工程和能力提升工程建
设；持续改善基层硬件条件，充分利
用5G远程医疗服务提升能力；充分
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持续
深化基层人事、薪酬、投入和运行机
制改革，全面推进乡村卫生服务一
体化管理改革，解决村医后顾之忧；
坚持向改革要政策、向改革要动力、
向改革要活力，推动基层发展进入
良性循环。

该负责人表示，力争到2025年，
基层卫生健康功能定位更加明晰、
服务体系和网络完善健全。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人才队伍年龄、学历和
职称结构持续优化，服务能力和治
理能力显著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诊疗人次数和服务收入占比，达
到“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基本标准
（含）以上的比例，达到社区医院基
本标准的比例，均达到全国平均数
以上。全省乡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稳居全国领先水平。

（本报海口4月6日讯）

同心奔小康

我省着力解决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均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弱等问题

乡村百姓“近”享优质医疗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4月6日上午，阵雨初歇。站在
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塔昌村村史馆
的廊前举目四望，眼前一片葱绿，栋
栋崭新的民居和红色的革命纪念物
掩映其中，十分静谧。

宁静很快被打破。上午11时
许，村民小组组长、塔昌农业合作社
党支部书记王绥山打开广播，“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国歌还没播
完，就看见忙完农活的村民们从田里
三三两两地回来了。

“从2013年开始，我们每天都趁
着村民务农回来时放红歌。”王绥山
说，“这是为了教育大家牢记塔昌村
的光荣革命传统，传承革命精神。”

那段革命历史是塔昌村代代村
民心中的骄傲。早在1926年，塔昌
村就成立了党支部，是琼崖农村第一
批党支部之一，从1926年至1950年
间，57位村民先后加入共产党，占全
村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这里也是琼
崖革命主要根据地之一，中共琼崖特
委第四届第九次扩大会议就在这里
召开。

“近百年来，全村都坚定不移跟
着共产党走！”王绥山今年61岁，他二
叔13岁就加入了共产党，他的父亲为
琼崖革命当过地下交通员，他自小便
听着村庄革命历史故事长大，“日寇
和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来犯，村民们3
次集体搬迁，村里一度成为无人村。”

一路前行，王绥山引着海南日报
记者来到一座亭前，上书“塔昌英烈
纪念亭”。亭前的纪念碑旁立着一个
花圈——4月4日清明节当天，全体

村民依照惯例来此悼念英烈。
当天，傅后彬作为村民代表献

词。他的堂叔傅烈军参加了琼崖纵
队，被誉为“神枪手”，1942年牺牲。
傅后彬继承了先辈勤劳勇敢的品质，
如今已经成了村里有名的致富能手，
家里盖起了两层小楼。记者看到，傅
后彬家一楼的角落里，还摆着两个正
在充电的扫地机器人。

“不只是傅后彬，全村的生活都
越来越好了。”说话间，王绥山的脸上
是不加掩饰的自豪。

他告诉记者，2012年，村民们集
思广益，花大心思做了村庄发展规划
图，照着蓝图一步步实施：农业发展
起来了，胡椒、青桔、柠檬、槟榔等作
物成林成势，胡椒甚至远销境外；红
色产业做起来了，来旅游的人多了，
每年“七一”前后都要接待二三十家
单位；农家乐开起来了，村民们又多

了一份收入。同时，硬化路修到了每
户村民家门口，村里建了篮球场和村
务议事亭，地上的杂草灌木换成了大
叶油草。2020年，塔昌村还评上了
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

“村里土地肥沃，红色资源丰富，
再加上村民们一直听党话、跟党走，传
承革命精神，踏实肯干，这日子能不好
吗？”说到这儿，王绥山用手指比划了
一个“一”，又比划了一个“五”，“全村
人均年收入达1.5万元以上呢。”

“呀！挺不错啊！”记者忍不住回
应。这时，王绥山脸上的自豪换成了
憧憬，“我们还要一茬接着一茬干！”他
指着村里的100多亩榴莲蜜树，“接下
来，我们计划大力种植榴莲蜜，并发展
林下经济，搞养殖，还要办民宿。”

临别前，王绥山与记者约定：“你
过两年再来看，保准我们村又是一副
新模样！” （本报海口4月6日讯）

红色村庄巡礼

作为琼崖第一批成立党支部的村庄之一，海口塔昌村一心跟党走

穿过硝烟，升起幸福炊烟

关注新冠疫苗接种

本报嘉积4月6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
讯员陈卓）自琼海市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开
展以来，琼海市各镇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动
员辖区群众接种新冠疫苗，并取得了良好
成效。

4月6日上午，琼海市阳江镇岭下村的
村干部和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冒雨再次上
门进行疫苗接种入户宣传，并为接种村民
提供接送服务。“平时农户都是在外干活，
趁着今天下雨，农户都在家，我们入户宣传
疫苗接种政策。”岭下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王彬说，虽然雨天路难走，但却正是他们
开展工作的好时机。

阳江镇阳江村则利用大喇叭滚动播放
有关新冠疫苗接种的知识及政策，扩大村民
对接种知识的知晓率。“村干部的疫苗接种
宣传工作做得非常到位，我们都详细了解了
接种新冠疫苗的好处，他们还接送我们去接

种疫苗。”阳江村村民庞业钦说，为此，大伙
儿也纷纷响应，到指定地点接种疫苗。

在琼海中原镇，随着新冠疫苗接种技
术指南的发布，当地干部挨家挨户上门摸
排，动员未接种的群众积极参与接种。

不间断的宣传工作提升了疫苗接种的
积极性，中原镇许多居民纷纷带上家里的
老人接种疫苗。中原镇政府有关工作人员
介绍，该镇将继续摸排未接种人员信息，确
保全镇群众新冠疫苗应接尽接。

琼海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市
组织干部职工深入辖区，上门宣传动员、
帮助登记信息、预约接种时间，服务群众，
为接种提供便利。同时，为保障疫苗接种
的顺利进行，该市还安排专项资金约500
万元，作为接种点设备购置、应急处置经
费，以及接种点、医疗机构和镇村两级工
作经费。

琼海各镇加大宣传力度，并免费接送村民接种疫苗

服务贴心 群众接种更上心

本报椰林4月6日电 （记者李梦楠）
“我一直想接种疫苗，但附近接种点的人都
很多，听说新增了县医院接种点，一大早我
就来了，准备让儿子也来这里接种。”4月5
日上午，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新冠
疫苗临时接种点，刚刚接种疫苗的市民曹
河笑着说。

据了解，为给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接种
服务，陵水在原有14个疫苗接种点基础上，
新增陵水县人民医院、县第二人民医院、群
英卫生院及岭门社区卫生服务站4个临时接
种点，为居民就近接种疫苗提供便利。

在陵水县人民医院疫苗临时接种点，
该院设置了专门的疫苗接种大厅，独立于
医院诊疗主体建筑之外，接种过程中可减

少与看病患者的接触，减少人员聚集，安全
便捷。医院还在大门口张贴疫苗接种点指
示牌，并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引导，方便群众
寻找疫苗接种大厅。

为保障接种工作顺利开展，该院设置2
个接种室、3个接种台，并从各科室抽调医
疗人员专门负责开展接种。此外，现场还
安排2名经验丰富的医生值班，为市民接种
疫苗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答疑解惑。

“目前新增的4个临时疫苗接种点已投
入使用，一方面能有效缓解已有疫苗接种
点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方便居民就近接
种。”陵水县疾控中心副主任吴丽雄说，该
县将进一步优化接种服务，为市民接种提
供便利，保障疫苗接种工作顺利开展。

陵水增设4个临时疫苗接种点

服务优化 居民接种更便利

本报八所4月6日电 （记者肖开刚）
今年清明假期，东方市保留了6个新冠肺
炎疫苗接种点，持续为居民提供接种服
务。4月5日，海南日报记者在东方医院接
种点看到，到此接种疫苗的市民络绎不绝，
10余位医护人员在咨询台、登记处、接种
处、留观处等岗位上为市民提供服务，现场
井然有序。

“谢谢医护人员假期坚守岗位，让我们
可以在假期接种疫苗，对我们上班族来说
很方便。”东方市民符华在三亚工作，因为
平时工作忙一直没能去接种疫苗，清明放
假回东方后发现家附近的东方医院接种点

没有放假，就过来完成了接种。
“我们整个清明假期都安排人员上班，

上午、下午和晚上都可以接种，值班的医护
人员也是一天连轴转。”现场负责的护士长
符小花说，东方医院的接种点规模不大，但
每班也要安排10余名医护人员值班，才能
确保顺利开展工作，而医护人员都很配合
值班安排，踊跃投入到了为市民接种的工
作中去。

4月6日，清明假期后，东方市现有的
22个接种点全面正常开展接种工作。东方
市卫健委副主任吴王东表示，该市将在4月
份完成27万剂的疫苗接种任务。

东方6个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点假期不休假

假期无休 疫苗接种不打烊
扫二维码，

看革命老区村庄
海口塔昌村相关
视频报道。

4 月 6 日，静
谧的海口大坡镇
塔昌村。

本版图片由本
报记者 袁琛 摄

■ 本报记者 马珂

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人们脑海中呈现的往往是
一幅房子老旧、医疗设施设备
缺乏、医护人员不足的景象。
人员短缺、医生年龄偏大、人
才流失严重等问题，曾是大批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面临的困
境。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更是扶贫工作中一道坎。

为着力解决医疗卫生资
源配置不均衡、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能力弱等问题，实现
“小病不进城、大病不出岛”
的医改目标，我省2018年11
月印发《海南省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标准化建设行动计
划》，2019年和2020年，省
级共计投入补助资金约23
亿元（市县配套10.9亿元），
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
化建设。

在海南，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正在发生一场嬗变。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盘悦华

儋州市滨海新区旅游产业园新冠疫
苗临时接种点3月30日起提供疫苗接种
服务。4月6日，海南日报记者到该临时
接种点实地探访，记录医务人员忙碌的
一天。

上午6时，儋州市人民医院派驻滨海
新区旅游产业园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2
号点负责人吴媛与其他医护人员已经开
始进行接种新冠疫苗的准备工作。

“最近一周有没有出现发热、腹泻等症
状？之前接种疫苗有没有过敏反应？有没
有什么免疫缺陷病、慢性病……”咨询区
内，医护人员一对一地询问前来接种疫苗
人员的健康情况。这样的对话，医护人员
每天重复数百遍。

“吴医生，这位居民患有心脏病，您
看看她是否能接种疫苗。”医护人员向吴
媛咨询，经过一番详细询问后，确定该居
民可以接种疫苗。

儋州市滨海新区旅游产业园新冠疫苗
临时接种点2号点，每天有56名医护人员

上班，每日早上7时开始接种。
“你接种的是北京科兴中维的新冠

疫苗，接种后手臂在 3 个小时内不要碰
水，3天内不能喝酒、不能吃辛辣食物以
及海鲜，21天后再来接种第二针。接种
完留观30分钟后，没有出现不适现象才
能回家。”儋州市人民医院胸心外科护士
王玉珠为群众接种疫苗时，对每个人都
提醒接种后的注意事项，最多时一天要
说七八百遍。

中午12时左右，仍有本地居民、外来
务工人员陆续前来接种疫苗。吴媛说，为
确保前来接种疫苗的群众正常接种，医护
人员分批吃饭，快速吃完后又迅速投入疫
苗接种工作。

下午2时左右，该接种点的新冠疫苗
已全部接种完。最后一批接种人员留观
结束后，医护人员着手处理医疗垃圾。

“今天 710剂新冠疫苗全部接种完。
今晚还会有疫苗运到，明日正常接种疫
苗。”吴媛说，等待新运到的疫苗，常常等
到深夜，“但只要能让更多本地居民、外
来务工人员接种疫苗，再苦再累也是值
得的。” （本报那大4月6日电）

数百遍的询问与叮嘱
只为保证每个人的健康

——儋州滨海新区旅游产业园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