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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解決基層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為此作出一系列重要指
示。為加強基層醫療服務，黨的十九大報告特別提出，加強全科醫生隊伍建設。

關心 的 百姓身邊事

「守門人」

增強骨幹帶動作用 提升衛生醫療服務能力

當好基層健康
全科醫生：

文 匯要聞

A14

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近年來，各地全面加強全科醫生隊伍建設，採取
多種措施確保全科醫生能夠培養好、留得住、下得去。全科醫生骨幹帶動作用不斷增
強，全面提升了基層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能力，全科醫生基層健康「守門人」的
角色愈發凸顯。

■新華社

「平時在家也可以用衛生院發的儀器自
己測量血糖、血壓，數據能實時傳

到衛生院，要是醫生發現數據不太對，立馬
就通知我到衛生院檢查。」
在江蘇鎮江丹徒區世業鎮衛生院配備了智
能化自助設備的健康小屋裡，75 歲的魏定瑜
一邊量着血壓，一邊說。
2014 年 12 月，就是在這裡，魏定瑜遇到了
前來考察的習近平總書記。
「那天，總書記除了詢問我身體情況，還
關心我們看病方便不方便、醫療費用貴不
貴、對農村醫療衛生工作滿意不滿意。」魏
定瑜回憶道。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推動醫療衛生工作
重心下移、醫療衛生資源下沉，推動城鄉基
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
便價廉的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真正解
決好基層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
今天，世業鎮衛生院的醫護人員會定期去
鎮上 5 個行政村給慢性病病人測量血壓、血
糖，做健康知識科普，居民們可以更加便利
地享受到相關基本醫療服務。
「衛生院全科醫生就是村民們的『健康指
導員』，他們要分析慢性病管理對象的體檢
報告，制定干預方案，還要落實每位管理對
象的治療，同時進行相應的科普健康講
座。」世業鎮衛生院院長胡小忠說。

■自 2013 年起
年起，
，山東省青島市西海岸
新區持續選派轄區五家醫療機構的業務
骨幹輪流到靈山島工作。
骨幹輪流到靈山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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鯨園社區是威海市立醫院全科規培基地的
基層實踐基地，醫院與實踐基地簽訂了緊密
型醫聯體、聯合培訓協議和雙向轉診協議，
聯合開展全科醫生教育活動，暢通上下轉診
路徑。
威海市立醫院全科醫學科主任黃小麗告訴
記者，為推動全科醫學發展，更好地培養全
科醫生，醫院獨立設置了全科醫學科，配置
供培訓教學用的獨立病房和門診，成立了全
科教研室，推動全科醫生培養工作。
「目前擁有全科專業住培師資 40 多名，為
「他們做了子女們都做不到的事」 助力全科醫師培養，醫院建立了導師管理機
和魏定瑜一樣，山東威海環翠區鯨園社區的 制，進行導師學員雙向選擇，一對一全程指
居民也享受到了這些「健康指導員」的服務。 導。」黃小麗說。
為提高全科醫生業務水平，威海市立醫院
去年6月，74歲的于文君老人身體不適，社區
衛生服務中心的醫生及時上門，緊急採取服 全科醫學科給全科醫生提供了豐富的業務
藥、打針、吸氧、打急救電話等一系列措施， 「菜單」：每周二下午有公開課，每周三上
午全科病房開放，基層全科醫生與市立醫院
讓老人在最短的時間內急救成功。
「我們以前主要是治病，現在則要花更多精 的醫生們一起查房、共同討論病例，每個季
力關注患者本身。以治病為中心轉變為以人民 度還舉行一次全科醫生沙龍，邀請知名專家
健康為中心，提升了診療效果，密切了醫患關 一起對常見病、慢性病的預防和治療問題進
係。」3年前從內科醫生轉崗為全科醫生的社 行探討。
近年來，國家衛生健康委會同教育部門，
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李海玲告訴記者。
「他們做了子女們都做不到的事情。」如 通過全科醫生規範化培訓、助理全科醫生培
今，于文君成了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義務宣 訓、全科醫生轉崗培訓、定向免費培養等多
種途徑，加大全科醫生培養力度，同時完善
傳員，逢人就誇社區醫生的好。
全科醫生培養體系，加強培訓基地和師資隊
鎮上享受市級醫療水平
伍建設，提高全科醫生培養質量。
醫療資源的上下聯動，不僅能快速提高全
「遇到處理不了的病情就及時聯繫轉診。」
現在，鯨園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有了大醫院做靠 科醫生的診療水平，也讓基層群眾不出遠門
就能享受高水平的服務。
山，醫生們面對疑難病例不再犯難。
「在鎮上也能享受到市級醫院水平的醫
療。」上個月，魏定瑜膝蓋疼，衛
生院副院長鄭文慧給他拍了個
片子，當場傳至鎮江市第
一人民醫院，一分多鐘
後，醫生診斷已經回
傳。「從掛號到拍
2016 年 8 月 19 日，全國衛生與健康
片，我只用了 5 分
2 大會明確了衛生與健康工作在黨和國家
鐘 ， 花 了 12 塊
$ 事業全局中的重要位置和新時代衛生與健
錢。方便得不得
康工作方針。大會提出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

中國醫師節

▲重慶九龍坡的
重慶九龍坡的「
「揹
簍醫生」
簍醫生
」在操作醫學
儀器為 100 歲的老人
劉宴清（
劉宴清
（左）進行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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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戰略地位，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
民健康，以此為標誌設立「中國醫師節」。
2017年11月3日，國務院通過了衛計委關於「設立中國醫師
節」的申請，同意自 2018 年起，將每年的 8 月 19 日設立為
「中國醫師節」，體現了黨和國家對 1,100 多萬衛生與健康
工作者的關懷和肯定。
2018 年 8 月 17 日，習近平總書記對首個「中國醫
師節」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弘揚救死扶傷的人道
主義精神，不斷為增進人民健康作出新貢
獻。

▶重慶市九龍坡區陶
重慶市九龍坡區陶
家鎮衛生院，
家鎮衛生院
，準備出
診的「
診的
「揹簍醫生
揹簍醫生」
」將
裝醫學儀器的揹簍碼
放在救護車上，
放在救護車上
，他們
準備搭乘救護車前往
偏遠村社的山路入
口，然後徒步進村
然後徒步進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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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致信祝賀第一屆國家公園論壇開幕：

給子孫後代留下珍貴自然資產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昨日，
在第一屆國家公園論壇開幕之際，中共中
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
平發來賀信，向論壇的召開表示熱烈的祝
賀，向出席論壇的各國嘉賓和各界人士表
示誠摯的歡迎。
習近平在賀信中指出，生態文明建設對
人類文明發展進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近年來，中國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的理念，堅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實
行了國家公園體制。三江源國家公園就是
中國第一個國家公園體制試點。中國實行
國家公園體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態系統
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護生物多樣性，保
護生態安全屏障，給子孫後代留下珍貴的
自然資產。這是中國推進自然生態保護、
建設美麗中國、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
一項重要舉措。
習近平強調，中國加強生態文明建設，

既要緊密結合中國國情，又要廣泛借鑒國
外成功經驗。希望本屆論壇圍繞「建立以
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這一
主題，深入研討、集思廣益，為攜手創造
世界生態文明的美好未來、推動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作出貢獻。
昨日上午，第一屆國家公園論壇在青海
西寧開幕。開幕式上宣讀了習近平的賀

信。全國政協副主席陳曉光出席開幕式。
第一屆國家公園論壇由國家林業和草原
局、青海省政府主辦，包括主論壇、分論
壇、邊會、場外互動和展示活動等環節。
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國家公園體制
試點省份、相關研究機構負責同志，相關
國家及國際組織代表，專家學者代表等約
450人出席論壇。
■「三江源國家公園
三江源國家公園」
」景觀
景觀。
。 網上圖片

了。」

引導醫療衛生工作重心下移
「2014 年中心有了第一位全科醫生，現在
已經有 12 位了。」鯨園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
任李海玲說，全科醫生帶來的變化顯而易見，
「常見病和多發病的診斷和治療水平進步很
大，急危重症的及時識別能力和應急處置能力
有明顯提高，疾病預防開啟了新局面。」
引導醫療衛生工作重心下移、資源下沉，
把健康「守門人」制度建立起來，是滿足人
民群眾看病就醫需求的治本之策。
去年年初，國務院印發《關於改革完善全
科醫生培養與使用激勵機制的意見》，要求
加快培養大批合格的全科醫生，實現到 2030
年城鄉每萬名居民要擁有 5 名合格全科醫生
的目標。
但培養全科醫生並非易事，在基層醫療衛
生機構工作，往往會面臨薪酬待遇低、發展
晉升難、工作環境差等不利因素，導致全科
醫生崗位缺乏吸引力。
「今年廣東啟動基層醫療衛生職稱評審制
度改革，對取得中級職稱後在粵東西北地區
基層連續工作滿 10 年、符合相關考核要求的
全科、兒科等緊缺專業人才，可直接考核認
定為基層副高級職稱。」廣東省衛生健康委
主任段宇飛表示，廣東省已經將加強全科醫
生培養列入提升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建設
「補短板」重要任務。
當前，全國多地開展了全科醫生職稱評聘
改革，取消英語、論文等限制，提高全科醫
生高級職稱比例，打通全科職業發展通道，
讓全科醫生可以把全部精力用在常見病、多
發病和公共衛生服務等「主業」上。
國家衛生健康委的統計顯示，截至 2018 年
底，我國培訓合格的全科醫生已達30.9萬人，
較上一年度增長了 5.6 萬人，每萬人口擁有全
科醫生達到2.2人，提前實現2020年每萬人口
擁有全科醫生2人至3人的階段性目標。
「我們會努力當好群眾健康的『守門
人』。」李海玲說。
■ 在陝西寧強
中醫醫院巴山
分院，董飛
（ 右一
右一）
） 和同
事們在遠程會
診室同寧強縣
中醫醫院專家
會診病人病
情。 資料圖片

專家暢談中國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
夯實人類可持續發展基石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保爾森基金會（美國）北京
代表處首席代表于江昨日在青海
西寧說：「生態環境的嚴格保護
和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是人類
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石。中國提
出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
保護地體系，正是夯實這一基石
的有力行動。」
當日，中國國家林業和草原
局、青海省人民政府主辦的第一
屆國家公園論壇在青海西寧開
幕。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駐華代表
涂瑞和在論壇上說，數十年
來，中國已建立數量眾多、類
型豐富、功能多樣的各類、各
級自然保護區，在保護生物多
樣性、維護生態系統功能等方
面發揮了重大作用，但不可否
認也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

題、面臨不少挑戰。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
院副院長王毅說，目前中國正建
設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
地體系，要循序漸進地提高自然
保護地治理能力，完善治理體
系。
涂瑞和表示，中國作為發展中
的人口大國，始終面臨發展與保
護的雙重壓力，國家公園建設必
須尊重科學和生態系統規律，完
善法律體系，探索多渠道、多元
化資金籌措機制。
「中國擁有世界頂級的自然和
文化資源，推進國家公園體制，
有助於保護全球生物多樣性和適
應氣候變化，彰顯中國在維護生
態系統服務功能、構建人與自然
和諧關係的大國風範。」美國國
家公園管理局原局長喬納森．賈
維斯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