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祁东县第三人民医院， 提起周雪宝

的名字， 没有人不为他那强烈的事业心、

高度的责任感和对工作的执着追求劲所折

服， 也没有人不为他那质朴、 平易近人和

为病人无限关怀的品行而赞叹 。 技术全

面， 医术高超， 医德高尚， 周雪宝用实际

行动把自己锻造成归阳镇周边的名医， 赢

得了广大患者的信任。

今年

40

岁的周雪宝现任祁东县第三

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

1997

年， 他从衡阳

卫校毕业后一直在该院工作。 他先后在湘

雅医院普外科、省人民医院普外科、衡阳市

中心医院普外科进修， 他不光注重自身理

论知识的积累，还注重学习开展新技术、新

项目，现在，他成了医院外科“一把刀”。

78

岁村民邓先生患有前列腺增生 ，

前段时间在祁东县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治

疗， 周雪宝为他成功进行了手术。 目前，

他正在进一步康复之中。

“没想到不要跑去衡阳， 在家门口医

院的专家给我做手术， 治疗费相当于节省

了一大半呢！” 邓先生算了一笔账， 如果

在市区大医院开刀， 他这类手术需要花费

1

万多元， 医保报销不到

40%

， 个人还需

要支付

6000

多元， 而在家门口的医院做

手术， 只要

2000

元左右。 “家里条件一

般， 一下子要拿这么多的钱也并不容易，

真没想到家门口花小钱就能治好病！” 邓

先生说。

与邓先生一样，

40

多岁的村民李先

生因为肾脏铸形结石， 周雪宝为他进行开

放性手术取石， 自负医药费用不到

2000

元。

“过去做结石手术要去市里的医院 ，

现在像祁东县第三人民医院这样的乡镇医

院里也能做， 为患者省钱、 省心、 省事。”

周雪宝介绍。

祁东县步云桥镇的曾先生听说祁东县

第三人民医院结石手术很有名， 就慕名找

到周雪宝。 曾先生确诊为双肾结石， 结石

大的有大拇指大， 小的也有黄豆大， 周雪

宝为他作了肾结石手术， 手术中共为曾先

生双肾取出大小不一的结石达

580

多颗。

周雪宝告诉记者

,

在他们医院做这个

手术大概花七八千元， 要是到外地某些大

医院去做

,

所有费用需近三万元。

“祁东是结石、 甲亢高发区。 我院一

年有结石

300

多例、 甲亢

400

多例。 我院

目前正在购买输尿管软镜、 前列腺等离子

电切镜、 经皮肾镜、 腹腔镜等设备， 以后

这样的手术有多少做多少

,

而且还能做更

大的手术。” 周雪宝说， 近期他和该院医

生段峥嵘在市中心医院普外科、 泌尿外科

进修腔镜微创技术。

“如果不是亲历， 我绝不会相信在乡

镇卫生院， 还生活着这样一位医术精湛、

众人称奇的 ‘蒋神仙’； 如果不是亲历 ，

我也绝不会相信在创建和谐社会的今天，

一位新时期的 ‘雷锋’ 正在他平凡的岗位

上默默地奉献着， 只为造福一方百姓； 如

果不是亲历， 我也绝不会相信在市场经济

不断发展的今天， 一位出身质朴的农民，

在取得辉煌成就之时， 不忘回报乡亲的事

实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 一位患者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这样称赞祁东县第三人民医

院副院长蒋显荣， 擅长内科疾病治疗的蒋

显荣在当地知名度较高， 曾在湘雅附二医

院进修心内科。

乡镇医院也有了好设备、 好医生， 于

是老百姓求医问药不再舍近求远， 开始向

镇一级转移。 祁东县第三人医院内科主任

唐曦擅长消化内科、 心内科疾病治疗， 不

管阴天、 下雨、 吃饭、 睡觉……患者随叫

随到， 她以单位为家， 一年几乎没有节假

日。 从业以来， 节假日为了让村民方便看

病， 她主动承担起了值班的任务， 医院成

了她临时的家。 而且该院名医、 好医生数

不胜数， 如门诊部主任刘少华主治医师，

视病人如亲人， 常年奋战一线， 为百姓解

难救困。

头痛脑热、 疑难杂症……对于不少归

阳人而言， 身体健康出现了什么状况， 会

到祁东县第三人民医院就诊。 “它是我们

记忆里年岁比较久远的医院， 而且位于镇

街上， 信任度和就诊便利性都非常高 。”

杨民黄先生表示， 自己看病就诊第一时间

会考虑到祁东县第三人民医院。

医院公共卫生人员， 常年活动在村庄

之中， 为村民建立健康档案， 测量血压、

血糖、 指导村民用药， 宣传健康知识， 举

办健康讲座， 为儿童接种疫苗， 为妇女健

康检查……说来简单， 可在偏远农村中办

这些事是困难重重。 疫苗需要冷藏， 必须

尽快注射。 于是每当疫苗一到， 祁东县第

三人民医院副院长段许生就带领公卫人员

为适龄儿童注射疫苗， 有时为一名儿童打

一针， 就得走几十里路 ， 十几年从未间

断。

一直以来， 祁东县第三人民医院承担

着为辖区及周边乡镇农民提供公共卫生和

常见病、 多发病的诊疗等服务的重要职

能， 在基层卫生服务网络中发挥着上联下

通的枢纽作用。 评选 “

2015-2016

年度群

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 便是找出那些功能

定位明确， 管理规范， 服务水平较高， 医

改任务落实较好， 群众满意度较高， 能代

表目前全国乡镇卫生院的管理和发展水平

的卫生院。

2017

年

1

月 ， 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

公布 “

2015

—

2016

年度群众满意的乡镇

卫生院” 名单， 其中， 该院榜上有名， 成

为国家级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

■

文

/

图 本报记者

贺正香

通讯员

何晓晓 陈耀辉

编者按：

一座地处常宁、 衡南、 祁阳交界的

乡镇卫生院建于

1974

年。

43

年来一批又

一批医护人员坚守在这里， 他们把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有机结合

在一起， 缓解了农村群众 “看病难、 看

病贵、 看病累” 问题， 成为农民健康的

“守护神”， 这个医院就是祁东县第三人

民医院。 今天， 本报推出专题报道， 让

大家认识和了解这个农村乡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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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东县第三人民医院为何深受农民点赞

调查数据显示， 在祁东县归阳镇群众的心目中， 该院的综合满意度达到 93%。 2017 年 1 月， 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公布

“2015—2016年度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 名单， 该院榜上有名， 成为国家级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

11

月

6

日下午

5

点

10

分了，

76

岁的肖上元终于

等到刚开完会的祁东县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李清元， 拿

着李院长开的处方， 他笑着说： “李院长医术高明，

找他看病很舒心。”

当天清早， 肖上元就从老家祁东县黄土镇马安村

赶到归阳， 找李清元院长复诊， 因为李院长当天在衡

阳市区开会， 下午

3

点半赶回医院参加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专题会， 所以肖上元一直等到李清元院长

开完会。

肖上元是慕名求医来找李清元院长的， 李清元曾

在黄土铺镇卫生院担任院长时， 在当地具有很高的威

望和名气。 一个月前， 肖上元因颅内慢性硬膜下血

肿， 特意上门找到已于

2015

年

4

月调任祁东县第三

人民医院院长的李清元， 擅长神经外科手术的李院长

为他做了颅内血肿钻孔引流术， 现在已恢复到正常，

但他仍坚持要到祁东县第三人民医院找李院长复诊。

“在祁东县第三人民医院住院， 感觉变化挺大。” 他

说， 该院住院楼重新装修， 病房干净明亮了， 还装上

了空调、 呼叫系统、 中心供氧系统等， “设备都升级

了， 护士照顾得也体贴， 我现在恢复得很好很快。”

而这， 仅仅是祁东县第三人民医院创建群众满意

的乡镇卫生院中的一个镜头。

祁东县第三人民医院坐落在文明古镇

归阳， 与常宁、 衡南、 祁阳接壤， 地理位

置十分优越。 医院服务半径

20

公里， 服

务人口约

30

万。 目前医院占地面积

45

余

亩 ， 建筑面积

10896

平方米 ， 编制床位

99

张， 实际开放床位

180

张， 年住院近

6000

人次 ， 门诊近

60000

人次 ， 年业务

收入

2000

余万元。

一组看似枯燥的数字， 却包含着一段

不寻常的发展历程。 自启动创建群众满意

乡镇卫生院以来， 该院以群众医疗卫生服

务需求为导向， 以让群众满意为立足点和

出发点， 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内涵建

设， 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运行效率， 激

发了该院内生动力 ， 医院环境 、 医疗质

量、 服务水平均取得了显著进步， 群众满

意度逐步攀升。

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 该院成

立了以院长为组长， 副院长、 各科室负责

人为成员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 开展专题

研究， 将各项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人。

为解决功能定位与资源配置不相符，

群众看病就医不方便的问题。 该院投入人

力物力对住院部进行改造 ， 优化住院环

境 。 医院下设内科 、 外科 、 骨科 、 妇产

科、 国医馆、 检验科、 影像科、 公卫办等

10

多个业务科室。 投入近

1000

万元， 增

添 设 备 ， 提 高 诊 治 能 力 。 装 有 美 国

GEDR

诊断系统、 美国

GE16

排

32

层螺

旋

CT

、 美国

GE

四维彩超、 美国阿洛卡

三维彩超、 日本奥林巴斯电子胃镜、 迈瑞

全自动麻醉机、 除颤仪等大型设备， 能开

展普外、 骨外、 肝胆、 泌尿、 甲状腺、 妇

产科等各类手术， 使群众大多数就医需求

能解决在基层。

为解决医院卫生技术人员服务能力不

足， 群众信任度不高的问题， 该院加强人

才队伍建设， 为现有职工创造条件， 使其

积极开展在职学历教育 ， 提高其医学水

平。 每年定期派出

10

—

20

人次骨干到上

级医院进修脱岗学习。 此外， 为提高护士

穿刺水平， 还将全院护士派到衡阳市中心

医院轮训等。

家住归阳镇状元村的邓大妈患有高血

压、 腰椎间盘突出， 说起祁东县第三人民

医院的改变， 深有感触， “以前我只要腰

杆痛起来就得去市里大医院看病， 路远、

花钱多不算， 还得全家兴师动众。 现在好

了， 走路到祁东县第三人民医院就行了，

设备、 技术不错， 关键是方便、 省钱、 态

度好。 如果痛得厉害走不动了 ， 一个电

话， 医院还派医生上门给我检查治疗。”

从基础入手， 提升服务群众能力

李清元院长认为， 一个医院管理离不

开四大要素： 人才、 设备、 环境、 管理，

为此， 该院班子全体成员 ， 集成大家智

慧， 群策群力、 认真研究， 确定医院发展

五年规划， 具体体现在 “六化”： 人才培

养专业化、 医疗程序规范化、 医院管理精

细化、 公卫镇村一体化 、 医院建设园林

化、 人居环境舒适化。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 人才是发展关

键”， 李清元院长介绍， 院务会根据医院

发展需求， 确定医院科室发展需要， 制定

人才招聘、 培养制度。 业务部门根据医院

发展方向、 需求向院务会提出人才需求，

由人事部门招聘人才， 再联合业务部门组

织笔试、 面试， 合格者试用三个月， 试用

合格者再签订用工合同。 院内每个季度组

织全体医务人员学习、 考试， 一年三次不

合格者进行淘汰出局。 加强人才培养， 对

初级职称、 好学上进者， 选派到省市医院

进修学习。 对于具有主治医师以上职称、

业务能力突出者， 选派到省内乃至国内有

名的大医院作为学科带头人培养。 对于开

展新技术科室进修轮训， 加强专业化人才

培养， 每年外派人员

10-20

人次 ， 投入

资金

20

多万元。

医疗程序规范化方面。 该院组建专业

化管理团队， 组织医护人员参观学习， 强

化十三项核心制度落实。 开展优质护理，

对病人进行人性化关怀。 倡导开展 “四满

意活动”： 医疗诊治水平满意、 服务态度

满意、 医疗收费价格合理满意、 医务人员

尊严和薪酬相对满意 ， 狠抓医疗质量管

控， 杜绝责任事故、 减少技术事故， 保障

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医疗管理精细化方面 。 李清元介绍

说， 该院加强医院制度建设， 落实科主任

责任制， 加强内控， 行政管理部门强调的

是执行力， 执行院务会的决定， 临床一线

科室强调学科建设。 加强医院文化建设，

牢记 “团结拼搏、 创新发展、 术精仁心”

的院训。 强化院科成本核算， 合理分配绩

效， 规范 “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 兼顾

公平。

公卫镇村一体化方面。 李清元院长遴

选了勤奋好学、 责任心强的职工充实公卫

队伍， 加强公卫人才培养和乡村医生培

训， 学以致用。 他认为， 只有专业化理论

指导的实践才是高效的实践， 本着阵地前

移和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加强防病治病，

重在预防的原则， 落实 “十四项” 基本公

共卫生工作。 年初有计划、 有方案， 每季

有督查， 半年、 年终有考核， 考核公开、

公平、 透明， 当场打分， 全程有乡村医生

参与， 奖惩分明， 措施重在落实， 去年年

终奖励

6

人、 处罚

3

人。 全镇公卫考核全

县第一名， 代表县里参加市内评比考核，

以高分

94

分荣获全市乡镇排名第一， 全

县公共卫生经验交流会年初在该院召开，

兄弟县 （市） 纷纷前来参观学习。

医院建设园林化方面。 该院院务会经

过充分讨论研究， 制定了医院五年发展规

划， 加建办公用房 、 人居用房 ， 已征地

15

余亩， 初建生活小区， 供应室在建中，

门急诊综合楼在筹备中。 园林绿化、 水、

管、 线、 路布局等， 请专业人员进行统一

规划， 合理利用有限的空间， 美化工作、

生活环境， 令人赏心悦目、 心情舒畅， 以

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当中。

人居环境舒适化方面。 李清元院长一

直忧心该院职工住宿条件， 分散居住在医

院宿舍、 城镇内及乡村老家 ， 许多职工

都租房居住 。 他带领班子成员通过争

取项目资金 ， 重新征地设计 ， 现

60

套

公租房已落成投入使用 ， 第二栋正在

申 报 中 ， 实 行 工 作 区 、 生 活 区 分 离 。

篮球场 、 羽毛球场已投入使用 ， 绿化

和健身器材已签订合同， 筹备安装 ， 不

但解决了职工住房困难， 还有舒适的锻炼

和健身场地， 凝聚人气、 凝聚人心。 病房

重新装修， 带卫生间 、 热水 、 空调 、 电

视 ， 让病人享受宾馆式服务 ， 心情舒

畅 ， 有利于职工的工作效率和病人的康

复， 融入了 “天人合一、 顺其自然” 的健

康理念。

从“六化” 入手， 确定医院发展五年规划

从方便群众入手， 打造国家级“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

创新求实的院班子成员 设备完善的医技楼

温馨舒适的住院综合楼

朝气蓬勃的护理人员

和谐融洽的医患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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