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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19日是首届“中国医师
节”，为隆重庆祝这一节日，激励广大
卫生工作者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
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
精神，即日起，我市将启动首届“中国
医师节”系列活动。

尊医重卫
活动丰富内涵精彩

本次活动的内容丰富。活动中，
在渝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国医大师
和重庆市首席医学专家等医务工作
者代表将向全市医师发出倡议。活
动将评选表彰先进；召开全市首届

“中国医师节”庆祝表彰大会；开展
“服务百姓健康活动周”等。

为在全市营造尊医重卫行业发
展的氛围，本次活动制定了详尽的宣
传方案。宣传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和
市精神文明办指导，市卫计委承办。

三大奖项
表彰先进树立榜样

为激励广大医务工作者爱岗敬
业，推动卫生事业持续发展，市人社
局、市卫计委将联合开展全市尊医重

卫先进集体、优秀医师、优秀医务工
作者评选表彰。拟表彰市级尊医重
卫先进集体不超过50个、优秀医师不
超过100名、优秀医务工作者不超过
100名，7月20日前报送推荐对象相
关初审材料。

市人社局、市卫计委将对评选出
的“重庆市尊医重卫先进集体”颁发
奖牌，“重庆市优秀医师”、“重庆市优
秀医务工作者”颁发证书及奖金。活
动将于8月19日举行庆祝大会。在
此基础上，将推荐先进典型人物参加

“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感动重
庆十大人物、身边好人、道德模范等
评选。

媒体联动
讲好最美医师故事

本次评选表彰活动，市卫计委联
合本报开设“致敬医师”专栏，深入走
访市级尊医重卫先进集体、优秀医
师、优秀医务工作者，挖掘他们的感
人故事，展示他们的良好医者形象，
传递行业正能量。

同时，本报8月 19日还将推出
“致敬医师”大型特刊，进入医师节庆
祝大会会场。

梁平区人民医院医生在手术中

2016年8月19日，全国卫生
与健康大会明确了卫生与健康
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
重要位置，是我国卫生与健康事

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2017年11月3日，国务院同

意自 2018 年起将每年 8 月 19 日
设为“中国医师节”。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将“开展首届‘中国
医师节’庆祝活动”纳入 2018 年
全国卫生计生工作 10 项重点任
务之中。 王凤

■链接》》

7月9日08时许，在市红十字
会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全程见证
下，因脑外伤死亡的17岁合川少
年简开新，成功捐献1个心脏、1
个肝脏、2个肾脏、2个肺脏、1对
眼角膜以及皮肤、骨骼和遗体，成
为目前我市捐献器官数和救治人
数最多的捐献者。

简开新家住合川区渭沱镇荷
叶村，父亲简先华和爷爷简辉友
都是听力残疾人，母亲伍礼素也

是聋哑人，唯有简开新身体健康。
16岁初中毕业后，简开新辍

学去来到主城某工厂上班。今
年7月 2日，简开新因脑外伤死
亡。在重庆红十字会协调员李
庆的劝解下，其家人在悲痛之
余，决定用另一种方式帮简开新
延续生命——捐献器官。

据悉，简开新捐献的器官成
功挽救了6人的生命，让2人重
见光明。他捐献的皮肤、骨骼，

至少可以让 4 个人重获健康。
少年的生命，将在 12 个人身上
得到延续。

“中国每年约有30万名因末
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的患
者，但仅有1.6万多人有机会获得
器官移植。当生命不可挽救时，
自愿、无偿捐献器官，让生命以另
外一种方式延续，正在成为越来
越多人的选择！”市红十字会宣传
外联部副部长秦红梅说。 王凤

17岁少年成我市捐献器官数和救治人数最多捐献者

重庆红十字会：骨干志愿者变成“宣传队”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遗体器官
捐献志愿服务队的规范发展，不
断提高志愿服务工作水平，近日，
市红十字会在机关会议室举办遗
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业务培
训。遗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骨
干志愿者共计60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会上，志愿服务队代表

陈茂秀带领全体参会队员，面对红
十字旗帜宣誓：“我是红十字人，热爱
红十字事业，遵守红十字会法，执行
红十字会章程，高举红十字旗帜，弘
扬红十字精神，践行红十字运动基
本原则，牢记使命，恪尽职守，关爱生
命，保护健康，维护尊严，为促进和平
进步事业而不懈奋斗！” 向英平

■链接》》

九龙坡区人民医院开展公众应急培训

近日，九龙坡区人民医院联合西郊二村社区，开展“离
校不离教，暑期嘉年华——儿童急救知识科普”活动。讲座
上，针对孩子们最需要掌握的安全知识、应急救护知识以及
孩子有限的理解能力，突出互动提问、现场演示和组织孩子
参与学习的方式。就意外烫伤紧急处理、外伤消毒处理、鼻
出血的正确处理方法、狂犬病预防、野外求救等急救知识进
行了详细地讲解。此次讲座旨在增强儿童的日常医疗急救
意识、掌握基本急救操作技能，同时避免在出现意外时，因
采取不当措施而耽搁抢救时间，为今后在紧急情况下自我
救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刘璐

市急救医疗中心推广急救基本技能

近日，由市生计委主办的“2017适宜卫生技术推广项
目‘急救基本技能培训班’”在市急救医疗中心开班。市急
救医疗中心相关负责人及来自沙坪坝、合川、涪陵、巫溪、酉
阳5个区县共10家医院的37名学员和培训师出席了开班
仪式。该培训班已连续3年得到了广泛推广，共培训来自
14个区县22家医院近200名学员。开班仪式结束后，专家
根据各科特点和适宜推广要求，对学员进行了理论授课，并
进行了相关实操技能训练。 刘璐

丰都县人民医院独立完成高难度手术

近日，丰都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独立完成两例颅内动
脉瘤栓塞手术。此次手术，由该院神经外科主任王良池、副
主任赵继军带领科室全体医护人员成功完成。此前，该团
队已配合上级医院专家成功完成15例介入治疗手术。此
次手术的独立完成，标志着该院神经系统疾病治疗水平又
向前迈了一大步。同时，为今后开展更多高难度介入手术
提供了良好平台。 马成兵

璧山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医护工作者指导社区居
民学习宝宝护理知识。

“世界人口日”来临之际，璧山区人民医院于近日
开展“关心女性幸福 关爱妇幼健康”，纪念第29个世
界人口日主题活动。医务人员走进社区，为准妈妈、
新手奶爸讲解新生儿护理、抚触和母乳喂养等相关知
识，帮助他们掌握育婴方面的常见护理知识和相关技
能，为新生儿护理健康提供保障。 胡悦建

■图说医卫》》

市卫计委联合本报推出“致敬医师”专题系列报道

重庆首届“中国医师节”系列活动启动

“连体又连心”让医联体沁入民心丰都县中医院
在医疗改革的大潮中，如何才

能让百姓享有更多的改革成果？市
中医院和丰都县中医院积极推动双
向转诊、分级诊疗制度，实现资源共
享、信息互通；开通危重症绿色通
道，有效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实
现三赢的新型医疗服务模式，共享
医改发展新成果。

“我是个老病号，患有多年的皮
肤病。”6月26日下午，在丰都县中
医院门诊大厅挂号买中药的李志祥
讲到，他用市中医院的中药很多年
了，以前每次买药都要请假到市中
医院，有时还需要托朋友帮忙买，很
不方便。现在不一样了，“医联体”
建立以后，在丰都县中医院也能享
受到市中医院专家的诊疗，随时都
可以买药，而且还不用排长队等待，
医疗费用还更低了。

“患者在我们医院拍完片后，可
以通过远程医疗平台将检查结果传
送到市中医院，由市中医院的医生
来查看报告，指导我们医生配药等，
极大的提高了医疗质量。”丰都县中
医院相关负责人说到。

27日上午9点，挂职丰都县中医院副
院长的祖建带队来到5楼骨伤科三病区病
房里查房。正在16床陪伴母亲住院的张
燕女士怎么也没有想到，市中医院的专家
会来这里查房，惊喜地说：“祖院长看了我
妈的情况，提了一些建议，突然觉得心里更
踏实了。”

“不仅是他们，就连我们自己也更有自
信和底气了。”骨伤科三病区李鹏飞医生
说，自从“医联体”建立以后，当地百姓对医
院的信任度明显提升了。

仅仅两年，丰都中医院就有了如此多
的变化，作为本地人，张燕期待着自家门口
这家医院能够有更多进步，为当地人带来
更多就近就医的便利。

“我们与市医院的‘医联体’建设，在方
便患者的同时也为患者节约了治疗费用，
真真正正建立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的合作模式。”丰都县中医院院长冉隆
友说，下一步，医院将推动医联体纵向发
展，让更多当地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马成兵 图由丰都县中医院提供

丰都县中医院医联体第四批专家座谈会

为贯彻国家医改精神、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解决基层百姓看病就医难
的问题，2016年5月27日，重庆市中医院与丰都县中医院签订“医联体”合
作协议，2017年6月15日，丰都县中医院与名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三元镇中心卫生院、武平镇中心卫生院、江池镇卫生院等13家乡镇卫生院
签订“医联体”合作协议，从此，由市、县、乡三级纵向联动的“医联体”应运
而生，丰都的老百姓自此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免去了看
病奔波之苦，全面提高了丰都县的医疗综合实力。

上下联动 提高医院整体医疗服务水平

“以前，如果想要去市里的‘三
甲’医院学习，需要提前申请，机会并
不多。”在妇产科工作6年的医生李
蓉说，“‘医联体’建立以后，我已经去
市中医院培训了3次，仅4月份就培
训了10天。”

从临床医生、科室主任、护理人
员、到医院各职能部门，像李蓉这样
有过到市中医院学习经历的不在少
数。自与市中医院建立“医联体”合
作以来，丰都县中医院定期和不定期
派医生前往市中医院学习，截至目前
已达21人次。医疗专家们就管理理
念、先进技术和医院文化等方面进行
深度交流，互融共享，推进市、县、乡
医疗一体化纵向发展。

2016年开始，重庆市中医院组
织专家积极向丰都县中医院推广12
项中医药适宜技术，让更多居民在基
层能够享受到常见多发病的中医药
治疗。重庆市中医院还派出医院肿
瘤科主任孟令占、超声科主任谢昭鹏

等一大批技术骨干及医疗专家先后
到丰都县中医院进行专题培训及专
题讲座，甚至到丰都县辖区的镇里和
村里，手把手进行现场演示教学，提
高基层医疗机构的管理水平和业务
能力，强化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建设。

同时，重庆市中医院还利用自身
平台，邀请国内知名中医专家，对丰
都县中医院骨干实行新技术、新业务
的学术交流和指导，开展更高层次的
继续教育项目。

“有了市中医院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的人才培训更加有针对性，缺什
么培训什么，双方医生还可以通过远
程视频同步学习进步。”丰都县中医
院副院长田山槐表示，医院的医生在
学习到好的知识后，也会迅速通过远
程培训、面对面培训以及邀请辖区乡
镇卫生院骨干进修等方式，将新的知
识理论传递给辖区医联体成员单位，
大幅度提升了丰都县整体中医医疗
水平。

脱产帮扶 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2018年 3月4日，丰都县中医院
骨伤科二病区医生杨建华在市中医院
老师张传志指导下经过数小时努力完
成了自己的“处女作”椎体成形手术。

杨建华回想起当时的情况用“忐
忑、紧张、不敢相信”来形容。截至目
前，作为年轻医生他已独立完成7例这
项手术。该项手术技术在丰都县中医
院也得以开展起来。

市中医院医生程俊挂职丰都县中
医院肝病科担任副主任。在他帮扶的
一年里，他每天都和丰都县中医院的
医生一起工作、一起吃饭、一起学习，
与同事成为朋友，了解科室的需求，真
正的融入到了丰都县中医院里。

除了手术中手把手教外，程俊还
制定了一系列“理论加实战、齐头并
进”的教学计划。

程俊首先制定了肝病科的规章制
度，制定专业课学习计划，讲解肝病科

理论知识、病例分析、开展教学查房，
通过这种教学，发现不足，并及时指
出。

“让医生们掌握更多的技术，才能
更好地服务群众。”程俊说，“尽管帮扶
一轮接着一轮，但我们终归要回到市
中医院，只有把技术留给当地医生，才
能真正地服务好当地百姓。”

从市中医院到丰都县中医院挂职
医院副院长的祖建说到:“‘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我们来丰都之前，院
领导一直强调我们帮扶不是走过场，
派出的骨干不只是给当地的患者治
病，只有在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
疗队，才能让医院得到长足发展。”

截至目前，重庆市中医院先后分5
批累计向丰都县中医院派出医院骨干
和专家38名，其中3人挂职医院副院
长，21人挂职科室副主任等管理岗位，
全心全意为医院的发展献计献策。

丰都县中医院党委书记彭卫介绍
到：短短两年的帮扶，使医院内部管理
更加规范、中医院特色优势更加明显，
学科建设步伐更加快速，新开展股肌
下小切口全膝关节置换术、腹腔镜下
行腹外疝疝囊回纳无张力修补术、经
皮气切术等医疗项目，开展超微针刀
治疗肌筋膜疼痛综合征、敷胸散结合
西医治疗小儿肺炎临床疗效观察等5
个科研项目，成立1个名老中医工作
室，针灸科被评为国家级特色专科，骨
科和肝病科被分别评为市级特色专科
和重点专科。急救急诊能力大幅提
升，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患者满意度明
显提高。

据统计，自2016年5月起，丰都县
中医院在市中医院的对口帮扶下，住
院病人量、手术量均逐月上升，2018年
上半年住院病人量较2016年同期增
长26%，手术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8%。

丰都县中医院综合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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