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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农工党中央在“同心

助医工程”项目基础上，探索帮助地方

研究出台有利于人才引进的政策措施，

提出了“特岗医生”计划，对县、乡

（镇、街道） 医生进行系统培训，并引导

优秀的全科医生到基层服务，助力医

改、惠及民生。

2015 年，学医归来的胡明前放弃在

城里工作的机会，毅然选择做一名“特

岗医生”，先后到大方县星宿乡、六龙镇

卫生院工作。“我是幸运的，因为‘同心

全科医生特岗人才计划’改变了我的人

生轨迹，在基层的这些年，让我更加懂

得‘医者仁心’的深刻含义。”

2016 年，大方县人民医院成为贵州

省第一批助理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基

地；2018 年达溪镇卫生院成为毕节市中

医医院国家级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全科专业基层培养基地；2019 年 2 月，

大方县人民医院成为贵州省县级医院唯

一一个全科医师转岗培训基地。目前，

大方县共有“同心全科特岗医师” 23
名，每万名常住居民拥有全科医师 2.4
人。

三

一花引来百花艳，工作上的亮点接

踵而至。为适应新发展形势，大方大力

推进卫生计生整合改革。作为试点之一

的羊场镇，无疑是改革成功的一个缩影。

隔在卫生院和计生服务中心之间的

一堵墙被推倒，两个机构合并在一起，

卫计服务中心的牌子醒目地挂在大门

口。整合后，中心下设了公共卫生科、

妇幼保健科、计划生育服务科、医疗技

术部和中医馆。

家住羊场镇桶井村大湾组的吴维顺

腰椎一直不好，到该中心中医馆做了针

灸后，病情明显好转。“在家里我是硬

撑！在这里扎了几回针，才感觉舒坦

些，行动方便多了。”

目前，只要提及这个中心，当地及

周边群众总是竖起大拇指。

走进该中心办公室，只见墙上挂满

了群众送来的锦旗。一面面锦旗的后

面，不仅仅是一声声发自肺腑的感谢，

更是一个个患者的康复之路，一个个家

庭的美满幸福。

大方县在实施“同心助医工程”的

过程中，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最大限度实现了多重效益。

如今，在大方，有一首歌谣流传甚

广：“同心同德同向前、同心助医民心

甜，照光化验不进城、防病治病到家

庭，医院温馨人性化、康复休息有花

园，病房安了呼叫器、换药打针不麻

烦。”虽然朴实，却充分表达了广大群众

的心声。

四

近年来，通过农工党中央及各级农

工党的倾情帮扶，大方县卫生健康事业

取得了长足发展，县、乡、村三级医疗

卫生服务网络得到夯实；卫生人才队伍

不断壮大，人员结构不断优化；基层健

康服务体系不断健全，远程医疗实现

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深化改革

向纵深推进；群众就医感受不断提高，

极大缓解了群众看病远、看病难、看病

贵的实际问题，群众健康素养不断提

升。

截至目前，全县共有注册医疗卫生

机构 525 个，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5.5 人、执业 （助理） 医师 1.8 人、执业

护士 3.2人、床位数 5.0张。

2016 年，大方县荣获“省级卫生应

急示范县”称号。

“在农工党中央、农工党贵州省委及

省卫健委等部门的倾情帮扶下，大方县

农村医疗卫生机构从外观到内涵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方县卫健局负责

人说，“同心助医工程”的实施，使得群

众“看病难、看病远、看病贵”的问题

正逐步得到缓解，为稳步推进大方县医

疗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

农工党中央定点帮扶大方县以来，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协调各方资金，打

造“同心助医工程”品牌，帮助大方县

完成 33 个乡 （镇、街道） 309 个村卫生

室的标准化规范化改造。通过这些年的

努力，“同心助医工程”在大方取得显著

成效，被中央统战部评为“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为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作贡献社会服务优秀成果”。

“现在的卫生院真的可以！”在该县

达溪镇卫生院接受治疗的村民王泽刚，

一个劲儿地夸赞。

王泽刚患高位截瘫，下肢无力迈不

开步。要治疗，好医院路程远花费高，

近医院技术跟不上费时费力，治疗难见

起色。

2018 年 8 月，王泽刚到离家较近的

达溪卫生院治疗。在卫生院，他预交了

220 元的费用。除了 100 元的起付费外，

剩下的治疗费用可报销 90%，经过长时

间的治疗，慢慢有了效果。

而几年前的达溪镇卫生院，仅有 2
个科室，21 名医务人员，就医环境差，

附近的居民都不愿意来。

后来，农工党中央投入近 80 万元帮

助卫生院进行科室改造，之后又陆续投

入 近 200 万 元 支 持 卫 生 院 更 新 医 疗 设

备，整个辖区医疗水平得到很大提升。

作为达溪镇卫生院院长的周开对此

深有感触，他说：“多亏了农工党的‘同

心助医工程’，卫生院设立了外科、妇幼

保健科、中医科、妇产科、急诊科、公

共卫生科等科室，可独立完成疝气、痔

疮、剖宫产、阑尾炎等手术，能提供覆

盖 8万人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10 月 11 日，黔西市多部门联

合以“青春之心灵 青春之少年”

为主题，开展“世界精神卫生

日”宣传活动。

（范 晖 摄）

本报讯（记者 张 黎） 10 月 12 日是 2021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校园日”，为进一步普及网络安全知识，营造安全、健康、文明的

网络环境，切实维护国家网络安全，全面提升广大师生的网络安全

意识和安全防护技能，毕节全市各级教育部门围绕“网络安全为人

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主题，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网络安全

宣传活动。

毕节市实验学校组织教师就相关宣传手册进行学习，并开展了国

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线上有奖竞答；大方县第七中学举行网络安全宣

传周知识宣讲会，为学校师生宣讲网络安全相关知识；毕节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组织学校师生观看了网络安全视频。

据悉，此次活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内容包括发放宣传折页、收

看网络安全教育视频、进行网络安全竞答等。市教育局组织向市直

学校发放宣传折页 2000 余份，全市 10 余万名师生对网络安全宣传折

页进行学习；全市师生收看了网络安全教育视频，累计收看量超过

100 万人次；通过微信公众号“毕节教育发布”推送网络安全竞答信

息，点击量超过 1.6万人，参与人数超过 1.5万人。

本报讯（汪沙 王雪 黄婷婷） 10月 8 日，百里杜鹃管理区

多部门联合举办“2021 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月”文艺

展演。

演出在彝族舞蹈《背姑娘》中拉开序幕。歌曲、舞蹈等形式

多样、内容新颖的节目，一次次将演出推向高潮，精心编排且富

有民族特色的节目颇受群众好评。

此次文艺演出不仅让群众欣赏到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节

目，增进了各族群众的感情，也把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思想深入传

递到基层群众心中，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营造了良好氛围。

百里杜鹃索玛艺术团团长曾玉琴说：“ 我们根据地方特色编

排了系列作品进行展演，接下来我们将把更加丰富的演出送到各

乡 （街道、管理区），努力营造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繁荣发展

的良好环境和社会氛围。”

百里杜鹃管理区

举办民族团结进步
主题文艺展演

限时专递

毕节飞雄机场发布重要出行提醒

近日，记者从毕节飞雄机场获悉，由于广交会、COP15 和

残运会分别在广州、昆明和西安召开，由毕节飞雄机场乘飞机前

往广州、昆明和西安的旅客需提供核酸阴性报告。

详情如下：

1.自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19 日，由毕节飞雄机场乘飞机前往广

州的旅客，须持有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乘机。

2.自 10 月 11 日至 10 月 17 日，由毕节飞雄机场乘飞机前往昆

明的旅客，须持有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乘机。

3.残运会举办期间，由毕节飞雄机场乘飞机前往西安的旅

客，须持有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乘机。

毕节市中医医院开展乳腺癌、甲状腺癌
免费筛查公益活动

近日，记者从毕节市中医医院获悉，该院将邀请省内外甲状

腺、乳腺方面知名专家，开展针对妇女乳腺癌、甲状腺癌免费筛

查的公益活动。

活动时间：2021年 10月 11日至 25日 （周末及节假日除外）

活动地点：毕节市中医医院超声科

每天检查名额 20人 （共 200个名额）

为确保每天适量检查人数，请提前预约，预约时请携带好本

人身份证并按预约时间准时前往检查。

预约方式：电话预约、当面预约

预约电话：0857-7140087 15185480561 （翟医生）

当面预约请到毕节市中医医院超声科导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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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 传真

网 络 安 全 为 人 民
网 络 安 全 靠 人 民

毕节市

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校园日”活动

同心助医民心甜
——大方县“同心助医工程”夯实医疗卫生基础工作纪实

小病在家熬，最多捡点药，一旦有大病，必须朝城跑……曾经，医疗卫生条件严重不足，过去曾是大方县的短板，也是广大群众的“心

口之痛”。

离大方县城约 60 公里的猫场镇卫生院，一度设施简陋、人员短缺、药物稀缺，群众稍微有严重点的病症，必须翻山越岭到县城就医，其

中的苦楚一言难尽。

如今，再次走进该卫生院，洁净的医疗环境，忙碌的医务人员，齐全的设施设备，与当初的冷清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窥一斑，而见全貌。这些改变，既是大方县近年来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的缩影，也是农工党中央实施“同心助医工程”的真实写照。

（大方县委统战部供稿）

·本报记者 陈 香·

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