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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李锦

  让农村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三甲

医院医疗服务

  9 月 8 日上午，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与灵川
县政府联合实施乡村医疗项目启动仪式在灵川县
潭下镇码头村举行。副市长龙杏华，桂林医学院
副院长、附属医院院长李清华出席启动仪式并分
别致辞。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蒋平华，市医疗保障局局
长罗静，市乡村振兴局四级调研员王玉勇，桂林
医学院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宋剑非、副院长曾锦
荣、副院长蒋伟、总会计师张海峰参加启动
仪式。
  灵川县县长陈文彬参加启动仪式并致辞，灵
川县政府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蒋宝德主持启动
仪式。
  龙杏华在致辞时说，一直以来，广大农村地
区医疗技术力量薄弱，是导致农村地区居民看病
难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扎实推进分级诊疗，全市农村地区医疗水
平得到显著提升。但我市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地
区医疗条件依然很薄弱，农村群众因病返贫的风
险依然存在，因此，将优质医疗资源继续下沉到
农村，提升农村群众对大病的抵御能力显得尤为
重要。灵川县政府和桂医附院联合打造健康乡
村，着力把优质医疗资源继续深度、有效下沉，
对于提升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水平，为农村群众
提供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推进城乡医疗服务
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龙杏华说，希望双方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以提
升全市农村地区公共医疗服务能力为目标，围绕
“赋能村医、疾病筛查、协同转运、大病保障、慢病
管理”等方面内容，进一步密切沟通，深化协作，共
同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并逐步推广，
真正将优质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延伸到广大农
村，为打造健康乡村、宜居乡村作出更大贡献。
  李清华说，乡村要振兴，健康必先行。桂医
附院作为一所桂林老百姓高度信任的公立医院，

一直以弘德善医为建院宗旨，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在成功建设国家示范性医联体的基础上，不
断探索如何进一步完善分级诊疗。医院将通过与
灵川县各医院、乡镇卫生院，以及各村村医一起
共建远程视频门诊、投放智能药柜，开通健康服
务一号通、打造快速急救转运平台，推广乡村体
检并赠送检后医疗保险等措施，对重大疾病进行
早期筛查和早期治疗，对慢性疾病进行全程管理
和有效干预。同时，对疑难重症还可以联系自治
区级和区外医疗机构，实现六级医疗机构同时在
线，联合会诊，引导各级医疗资源联合，有效下
沉，建立六级纵向医疗服务体系，切实有效提升
乡村健康服务能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加坚实的
健康保障，为建设壮美广西、健康桂林贡献桂医
附院的智慧和力量。
  陈文彬说，近年来，灵川县坚持以建设紧密
型县域医共体国家试点县为契机，深入推进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等制度
落到实处。目前，全县医共体建设实现 12 个乡
镇全覆盖， 128 个行政村均建成标准化村
卫生室，并配备至少 1名村医驻点诊疗，
全县医疗机构诊疗能力和服务水平得到
显著提升。但由于灵川县域面积广、
农村人口多、农村医疗卫生人才短缺
等原因，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依然

较弱，广大农村百姓看病难的问题亟待解决。通
过与桂医附院联合打造健康乡村，是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具体举措，让
广大农村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
服务，是“让数据多跑路，让患者少跑腿”，解决乡
村就医“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创新之举。灵川县将
与桂医附院紧密合作，共同探索出一套健康乡村
的新模式，将灵川健康乡村打造成品牌之作。
  村医代表、潭下镇码头村委卫生所乡村医生
秦喜忠表示，乡村医疗项目启动后，灵川县与桂
医附院合作的乡村远程医疗平台联通到该卫生
所，村民在家门口可以连线桂医附院的专家，会
诊专家能给出诊断意见和指导用药，通过智能药
柜取到药品，省去往返于大医院的路途和时间，
既便捷又高效。
  活动期间，李清华、陈文彬分别代表桂医附

院和灵川县政府，签订了“打造健康乡村，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李清华向灵川县人民
医院授予“广西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灵川分中心”牌匾。陈文彬、蒋平华、宋剑非为
10 位完成桂医附院培训的村医代表颁发“村民
健康管理员”聘书。罗静、宋剑非向灵川县潭下
镇码头村 10 位 65 岁以上的村民代表赠送健康
体检和检后医疗保险。
  当天，桂医附院健康管理中心在潭下镇中心
医院的协助下，免费为当地近百名村民进行
体检。
  桂医附院和灵川县政府联合实施的乡村医疗
项目到底有哪些便民惠民举措呢？在启动仪式现
场，记者采访了该院相关负责人。

远程视频门诊赋能分级诊疗

  据介绍，基层医院门庭冷落、少人问津，而
三甲医院人满为患、一号难求，这是群众“看病
难”的症结之一。为了提升基层医院的诊疗技术
水平，方便村民看病，让他们少花钱看好病，近
年来，桂医附院依托医联体建设，通过培训村
医、建设远程视频门诊、投放智能药柜、开通健
康服务一号通、建设快速急救转运平台等一系列
措施，让上级医院利用远程医疗协助村医管理糖
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轻症到镇卫生院、县
医院治，大病重病到三甲医院治，真正实现精准
分级诊疗，减轻村民就医负担。
  村医是村民的第一健康管理员，他们能以最
快速度接诊、救治村民。桂医附院利用教学医院
和专家团队的优势，免费对灵川县各村村医进行
急救、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诊疗技能培训，
提高村医的医疗服务能力，从而提高对村民的健
康保障。同时，医院还与灵川县卫健局一起聘任
完成培训的村医为村民健康管理员。
  对于村医无法诊治的患者，可通过“桂林医
学院附属医院智慧医院”公众号或者村医的远程
视频门诊服务终端，预约该院全科专家进行会
诊。会诊后，专家将根据患者具体病情开具处
方，患者使用手机缴费或者村医代缴费后，到医
院投放在村卫生所的智能药柜，让药柜扫描手机
二维码便能取到药物，省去路上奔波的时间和费
用。如果患者的病情严重，需要住院诊疗，会诊
专家则根据具体病情推荐到镇、县、市不同级别
的医院就医，避免小病大病都往三甲医院挤，实

现精准分级诊疗，并降低患者家庭的经济
负担。
  据了解，由于远程视频门诊服务终端具有
随装随用的便捷性，对于行动不便的患者，村
医可将设备带到其家中，通过终端邀请医院专
家对患者进行会诊。同时，远程视频终端还能
助力上级医院和下级医院实现远程移动查房。
  李清华表示，希望通过实施乡村医疗项
目，打造村、乡、县、市四级纵向医疗服务体
系，并与自治区级及区外大医疗机构建立远程
互联互通，在遇到传染病暴发、大规模中毒等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可在最短时间内，实现
六级医疗机构同时在线会议会诊，真正实现各
级优质医疗资源的联合下沉，打造健康乡村，
助力乡村振兴。

实施健康体检，赠送医疗保险

  病向浅中医。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重大疾
病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非常重要。目前，村民
普遍缺乏体检意识，等到身体出现明显的不适
症状才去医院检查，如果不幸患上肿瘤或心脑
血管疾病等危重病，就容易错过救治机会。
  为了帮助村民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疾病，将疾病消灭在最早期，避免因病
返贫、因病致贫，今后，桂医附院将经常派出
车载 CT、移动体检车深入灵川县各乡村，开
展健康体检、筛查疾病，并为村民建立健康档
案。同时，医院向体检的村民赠送检后医疗保
险，让村民在发生重大疾病时，在医保报销后
的自费部分还能得到赔付，实现“保上再保”
的双重保险，从根本上解决因病致贫问题。
  据介绍，由于部分村民健康知识匮乏，许
多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病患者未能
及时发现并进行有效治疗，导致病情延误的情
况常有发生。
  针对这一情况，桂医附院联合灵川县各医
院医生、村医，利用远程视频对村民进行健康宣
教，同时给村卫生所安装慢病管理软件，帮助村
医对慢性病患者进行健康管理，将每次检查的
血压、血糖、血脂记录到系统中，系统自动判断
患者的病情变化，对危险信号自动发出预警，提
醒患者进行有效干预，降低糖尿病、高血压、高
血脂的并发症，减少重大疾病的发生。

  开通“健康服务一号通” ，

让“急救”在身边

  为了方便村民健康咨询和正确就医，目
前，桂医附院开通了“健康服务一号通”电
话，村民如有健康疑问，可以通过拨打该电话
咨询，医院医务人员将提供解答和生活指导。
  村民一旦突发紧急病情需要急诊急救，也
可以拨打“健康服务一号通”电话请求急救，
医院会根据患者的位置，调派医院或医共体单
位、合作医院的救护车前往急救和转运。医院
的急救转运平台可以实时显示这些救护车的位
置，实时指导司机选择最优路线，并可以远程
视频指导救护车上的急救人员对患者进行施
救，为急诊急救患者争取更多的时间。
（本版图片由通讯员李锦 胡晓云 李自恩 摄）

打造健康乡村 助力乡村振兴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与灵川县政府联合实施乡村医疗项目启动仪式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保障人民
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基

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聚焦影响人民健
康的重大疾病和主要问题，加快实施健康中
国行动，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推动公立
医院高质量发展，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
健康服务。

  1 月 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
见》。《意见》指出：“全面推进健康乡村建设，
提升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和健康管理水平，
推动乡村医生向执业（助理）医师转变，采取
派驻、巡诊等方式提高基层卫生服务水平”，
“加强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

  在 2020 年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
上，目前，桂林正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努力让广大农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乡村振兴需要“财
富兴”“生活兴”，更需要“身体兴”。健
康是保障乡村振兴的基石和前提，也是享受
振兴福利的护身符。

  据《桂林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

据公报》显示：目前，我市居住在乡村的有
233 . 82 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47 . 42%。但
优质医疗资源主要分布在市区，农村医疗
水平普遍落后，部分村民生病得不到及时
有效治疗，造成小病变大病，不仅治疗费用
增加，而且可能造成更严重影响。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是桂北地区人
才、技术和诊疗设备优势突出的三甲医
院。多年来，该院积极履行公立医院的社
会责任，长期致力于帮扶县级医院，提升
基层医院医疗服务水平，其医联体建设成
果获得国家卫健委领导和世界卫生组织驻
华代表的高度肯定，并连续多次获自治区
卫健委红榜表扬。现在，医院积极响应国
家乡村振兴战略，与灵川县人民政府联合
开展“打造健康乡村，助力乡村振兴”乡
村医疗项目，多举措构建村、镇、县、
市、区及区外大医院六级纵向医疗服务体
系，在实现精准分级诊疗、解决基层群众
“看病难、看病贵”的同时，让更多人享
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乡村医疗项目启动仪式后，与会领导合影

▲龙杏华致辞 ▲李清华致辞 ▲陈文彬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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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当天，桂医
附院健康管理中心在潭
下镇中心医院的支持
下，免费为码头村村民
体检

  移动体检车和移
动 CT 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