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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中秋长假期间，长寿区10名医疗
专家应邀驰援西藏类乌齐县人民医院，指导
该院“二甲”审评工作。

10月5日，专家组一行抵达类乌齐后，
稍事休息便召开座谈会，并对西藏自治区医
院评价标准实施细则进行了详细解读，将相
关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各个专家。

据悉，当前长寿区卫生计生系统正值
综合医院改革、健康扶贫、区人民医院“三
甲”复评等关键时期，区卫生计生委收到类
乌齐县人民医院“二甲”评审工作援助邀请

后，区卫生计生委领导高度重视，委主要领
导参与组织协调，从区人民医院抽调精干
力量组成专家组进驻该院指导“二甲”审评
工作。

类乌齐县人民医院院长罗松益西对长
寿区卫生计生委克服自身困难，在区人民医
院“三甲”复评关键之时，派遣专家组进驻指
导工作表示热烈欢迎与由衷感谢，并希望在
长寿区医疗专家的指导与帮助下，迎难而
上，一鼓作气，打赢“二甲”创建攻坚战。

马成兵

“重庆市肿瘤医院肿瘤规范化诊疗基地”
落户垫江

近日，“重庆市肿瘤医院肿瘤规范化诊疗基
地”授牌仪式在垫江县人民医院举行，标志着重庆
市肿瘤医院与垫江县人民医院将大力开展多种形
式的学科建设、医疗技术、人才培养等各方面的交
流合作，为肿瘤患者提供更优质、更安全、更便捷
的医疗服务。

垫江县人民医院院长马明炎表示，诊疗基地
落户医院后，对进一步规范肿瘤诊疗行为，提高诊
疗水平，完善重大疾病规范化诊疗体系，保障医疗
质量和医疗安全，增强医院综合实力将起到积极
作用。 徐亚男

巴南区人民医院
举办超声质控活动暨学术年会

近日，2017年巴南区超声质控活动暨学术年
会在巴南区人民医院举行。会议特邀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超声科主任黄晓玲教授来院授
课，围绕《甲状腺疾病超声诊断新进展》和《血管造
瘘超声应用》，为与会者带来精彩的学术讲座。随
后巴南区人民医院超声科主治医师徐健分享讨论
了疑难病例《肝脏局灶性占位病变》。

有关专家表示，此次活动将提高巴南区血管
造瘘超声应用、甲状腺疾病的超声诊断水平，推动
巴南区加强超声诊断质量控制。 徐亚男

永川区中医院
“华佗工程－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项目落户

近日，中国医促会华佗工程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项目相关负责人与永川区中医院正式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并授牌，标志着双方科联体合作正式启
动，“华佗工程－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项目正式落
户永川区中医院。

据介绍，随着华佗工程的落地实施，中国医促
会将在品牌建设、学科规划、技术指导、医疗联合、
纳入互联网医疗体系上为永川区中医院提供技术
支持和指导，同时为该院耳鼻喉科建立区县级医
疗机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标准化体系，保证90%
专科病人在该院能得到高水平的诊治。 马成兵

南岸消防
走访民营企业广泛听取意见

为贯彻市公安局服务民营经济发展30条电视电
话会议精神，做好服务南岸区民营经济发展工作，近
日，南岸消防支队支队长王义宽、副支队长黄永涛分
别带队深入东原1981、协信星光时代广场、行政服务
大厅消防窗口走访调研，听取意见和建议。

据介绍，下一步，南岸消防支队将与区工商局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搭建警企沟通交流平台，组织
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提高服务质
效。同时，支队将开辟督察、信访渠道，对涉及民
营企业的举报投诉，严格逗硬、较真处理，确保30
条服务措施件件有落实、条条见实效。 庞遵萍

本报日前从市卫生计生委获悉，近年
来，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健
康中国”的战略部署，我市各级党委、政府
和卫生计生等部门高度重视区县医院能力
建设和医疗服务质量安全提升，在业务用
房、设施设备等硬件条件，临床重点专科建
设、人才队伍培养、医疗质量管理和改善患
者就医体验等方面加大投入，群众就医获
得感逐步增强，基本实现了“大病不出区
县”，群众满意度大幅提高。

区县级医院建设稳步推进

据市卫生计生委相关处室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区县级医院建
设，累计投入建设资金28.1亿元（其中各级
政府投入16.9亿元）。投入专项资金8459
万元，开展临床重点专科和特色专科建设、
适宜技术推广、骨干人才培训。

从2015年起，我市连续3年时间在全
市医疗卫生系统实施“进一步改善医疗服
务行动计划”，主要针对群众反映就医感受
最强烈的11个方面，积极推进预约挂号、
日间手术、优质护理、分级诊疗等37项便

民惠民措施。配合“夯实医疗质量基础行
动”、“行风建设行动”和“大型医院巡查活
动”3项专项活动，全面提升医疗质量、行
业作风建设水平和群众就医获得感。

区县级医疗体系基本建成

通过加大投入、充实内涵、综合施策，我
市功能完备的区县级医疗体系基本建成。

近年来，我市新增区县三级甲等综合
医院8家，目前全市三级甲等医院总数达
到34家，实现了二级甲等医院在30万以
上人口区县全覆盖。全市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业务用房面积294.76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4.0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万元以上
设备价值18.42亿元，同比增长25.09%。

同时，市级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向区县级
倾斜，区县级重点专科数量占全市专科总量
81.08%，区县综合医院新建成市级临床重
点专科78个、特色专科94个，市级科研项
目增至178项，项目覆盖了区县域内常见
病、多发病。区县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全部实
施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预约诊疗服务已实现
全覆盖，医院优质护理开展率达100%。

基本实现“大病不出区县”

日前，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
全国 30个省（直辖市）县级人民医院服

务能力调查报告，我市区县级人民医院
多项核心医疗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
中出入院诊断符合率达96.7%、术前与病
理诊断符合率96.6%，平均病种收治数达
2261种、微创手术量占比率超过41%、电
子病历应用等级5级占比率达36%，部分
指标还明显高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为满

足县域内居民医疗服务需求提供了有力
支撑。

即日起，本报将联合市卫生计生委开
设“健康中国·重庆榜样”专栏进行系列专
题报道，发现我市群众就医“大病不出区
县”的变迁，解读区县医院能力建设给群众
带来的健康福祉。 马太超

璧山区人民医院开展神经外科介入手术璧山区人民医院开展神经外科介入手术

近日，市卫生计生委联合沙坪坝区政
府在大学城熙街广场主办了以“为爱坚持，
科学避孕”为主题的“世界避孕日”宣传活
动。

本次活动以目前流行的“开趴”形式展
开，融入了时下年轻人最喜欢的元素，通过

“健康青春趴”节目表演活跃现场气氛。活
动现场设置避孕药具发放区、知识科普区、
健康咨询检测区、让爱有一“套”展览区、艾
滋病防治基地、志愿服务站等8个区域，吸
引众多大学生积极参与。活动中，医务人员

为年轻人提供免费健康咨询、检测，免费发
放避孕药具3000多只，发放绿色小植物及
温馨小礼包1500份。志愿者们还发出倡
议，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在两性关系中关爱自
我，关爱伴侣，科学避孕。

据悉，活动当天，綦江区、巫山县等相关
区县亦组织了相关活动。活动现场通过开
展科普宣传、义诊、悬挂横幅、设立咨询台、
免费避孕药具发放并现场答疑解惑等形式，
提高群众生殖健康方面的自我保护意识。

马太超

长寿区
医疗专家组赴类乌齐指导“二甲”医院评审

在健康两性中关爱自我

我市开展“世界避孕日”主题活动

县域内就诊率达88.6%

我市群众就医基本实现“大病不出区县”

区县医院能力建设系列报道

作为长寿区应急医疗救援队队长，石敦义每年
参加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救援就达20多次。在车
祸、爆炸、火灾、洪水、泥石流等各种灾害现场，都能
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为让更多群众了解、参与现场
急救，石敦义同志每年到学校、机关、企业进行急救
知识培训达20多次，极大提高了群众自救和互救
的能力。

对石敦义来说，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熬夜加
班已是司空见惯，常常熟睡中一个电话就又要赶回
医院，越是大家的节假日，他们越忙。鲜有时间陪
伴妻子、儿女的他，只能将家庭琐事都交予妻子，家
里人打趣儿说他像陀螺一样一直在医院里转啊转，
从没停过，对此他深感愧疚，却也无可奈何。

一个优秀的急诊医师，是危重症患者的第一张
保命王牌，白大褂上的泥与汗、血与泪都是光荣的
印记。

“选择了这门职业，就担负了治病救人的责任，

我只有更加努力，才能无愧于患者的生命相托。”石
敦义说道。

呼啸刺耳的急救车声、匆匆奔跑的脚步声、呼
吸机以及各种监护仪器运作的滴滴声......在长寿
区人民医院急诊重症科，每天都上演着争分夺秒
的急救工作。对于患者而言，这是敞开的“鬼门
关”关口，对于石敦义和他的团队而言，这就是战
斗的阵地。

面对获得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这一
殊荣，石敦义表示，“作为—个医生，我只是尽力
做好分内之事。科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得益于
医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医护团队的密切配合，这
份荣誉是对我工作的肯定和激励，更应该是属于
大家共同的荣誉。”

与疾病战斗 与死神博弈
——记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长寿区人民医院急救重症科医生石敦义

人物检索：石敦义，
男，出生于 1973 年，苗
族，九三学社社员，硕士
研究生，副主任医师，急
诊 科 副 主 任（主 持 工
作），现任重庆市医学会
重症医学专委会委员，
重庆市医师协会急诊医
师分会委员,重庆市医
师协会院前急救医师分
会委员，重庆市长寿区
15 届政协委员。他从
事一线临床工作20年，
恪尽职守，以身作则，用
饱满的热情、高超的救
治技术带领团队扎根在
急诊一线，在这个没有
硝烟的战场，筑起了守
护患者生命安全的第一
道防线。

惟尽本分 他是自己眼中的“普通医生”

魄力十足 他是同事眼中的“仁义大哥”

作为急救科的带头人，石敦义要求科室人员不
断学习、提升自我，向全科医生发展。急诊科医生余
锋说：“在专业上，石主任是我们的老师，他总是毫不
吝啬地将所学的、所掌握的技术都教给我们，在工作
中，他敢于担当，总是冲锋在急诊前沿，他就像科室
的主心骨、排头兵，跟他共事我们都受益匪浅。”

“石主任常给我们说一句话：‘工作中，他是领
导，生活上，他是朋友、是兄长’，他做事雷厉风行、
颇有魄力，在对病人的服务态度和护理质量上，对

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同时石主任也非常关心同事，
但凡我们有困难，他都会尽力相帮，是一位值得尊
敬的好领导！”急诊科护士洪霞说。

在他的带领下，急诊科在救治各种急危重症患
者方面已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现已开通急性心肌
梗死、脑卒中、休克、中毒、等多条绿色通道，独立救
治能力大大提高。急诊科一跃成为全院规模最大，
实力最雄厚的临床科室，每年医治急诊病人5万
名，每年抢救危重症病人9000余人。

技术高超 他是患者眼中的“希望之光”

从医20年，石敦义治疗过无数形形色色的病
人，尤其是到急诊科之后，接触的危重症患者更是
数不清。凭借专业的工作态度、高超的急救医术，
石敦义以“时间就是生命，呼救就是命令，哪里需要
我，我就去哪里”的信念，把一例例危重病患从死亡
线上拉了回来。

令石敦义印象深刻的是一位生二胎的孕产妇，
因为产后羊水栓塞，命悬一线。当地的乡镇卫生院
无法处理，石敦义接到求助电话后及时赶到，对产
妇进行了急救，并及时将患者转入重症监护室抢
救，最终产妇脱离了危险。产妇的家属紧紧握着石
敦义的手深深致谢，“感谢石医生救回了孩子的妈
妈，拯救了我们整个家庭！”家属感激的热泪滴落在
石敦义的心头。

家住渡舟街道天桥村的刘银中，因突发高血
压在家中昏厥，四肢冰冷，情况危急。每一分每
一秒的流逝，都意味着抢救希望的降低，石敦义
接诊后冷静而迅速地对病人进行了心肺复苏，并
进行了插管治疗，因抢救及时得当，刘大爷转危
为安......类似的病例数不胜数，石敦义以精湛的医
术、高尚的医德和为人师表的风范，成为许多人
心目中的好医生。

“生命如山，谁能眼睁睁看着一条鲜活的生命
突然从眼前消失而无动于衷呢？压在我心头的责
任感，容不得我有一丝松懈，挽救一条生命的幸
福感和满足感，是什么东西都替代不了的。”石敦
义感慨地说。

马成兵 徐亚男 图片由长寿区人民医院提供

石敦义(右一)参加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待遇低，任务重，风险高，晋升困难”是许多
医院急诊科的普遍现状。2014年石敦义受命担
任急诊科副主任时，科室正面临医护人员严重不
足的局面。人员不足意味着急诊科医师无法到上
级医院进修深造，技术发展受限，这也是急诊科
医师流失的重要原因。

面对上述情况，石敦义迎难而上，通过多方面
协调和努力，以“公招、引进、招聘”等多种形式，
先后引进了12名医师，大大缓解了人员不足的压
力。同时通过外派进修、学习，内邀专家进行讲
座、技能训练等方式，极大提高了急诊科医师的
急救水平，随着能力的提高及专业的认可，急诊
科的医师队伍有了职业归属感，初步稳定了下
来。

在担任急诊科学科带头人后，石敦义致力于
急救服务体系（EMSS）的建设，进一步规范、完善
了长寿区院前急救-院内急救-急诊ICU-急诊病
房模式，4个环节像生产流水线一样顺序接替，衔
接良好，摆脱了急诊科纯粹只是“病人中转站”的
尴尬处境，使危急重症患者从院前开始就能得到
高水平的一体化急救服务，大大提高了病人的抢
救率。

长寿区人民医院院长乔正荣这样评价石敦
义：“急诊科在他的带领下，焕发了新活力，诞生
了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急救专业团队，工作氛围
好了，留得住人了，科室在长寿区的社会美誉度
也提高了。他的事迹和精神，是我们全院医务工
作者学习的榜样。”

激流勇进 他是领导眼中的“靠谱战将”

忙于工作 他是家人眼中的“旋转陀螺”

石敦义正在查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