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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二医院开展药品供应商廉洁谈话
本报讯（记者 黄媛媛 通讯员 蒋云平）3月26日，市第

二人民医院组织召开药品供应商廉洁座谈会。
会议组织学习了国家卫计委关于医药行业“九不准”和

省卫计委开展医疗卫生行风重点整治文件精神。该院纪检
监察室主任蒋云平要求，各药品供应商要坚持守法经营、诚
信经营、规范经营，守住底线，勿越红线。该院副院长谭大
林代表医院与药品供应商集体约谈，以新形势下如何做一
个诚信合法的供应商为主题，从当前反腐倡廉的形势，党
纪国法的要求，结合医药领域发生的典型案例，要求供应
商认清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守住法
律的底线，严格遵守廉洁购销协议，树立公平竞争、诚实守
信的营销理念，做到诚信合法经营；供应商要自觉防范商
业贿赂和不正当竞争，与医院一起共同营造和谐、规范的
购销环境。

随后，38家药品
供应商与市二医院
共同签署《廉洁购销
承诺书》。

1、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
而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
态。

2、每个人都有维护自身和他人健
康的责任，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维护和
促进自身健康。

3、环境与健康息息相关，保护环
境，促进健康。

4、无偿献血，助人利己。
5、每个人都应当关爱、帮助、不歧

视病残人员。
6、定期进行健康体检。
7、成年人的正常血压为收缩压≥

90mmHg 且 <140 mmHg，舒 张 压 ≥
60mmHg 且 <90 mmHg；腋 下 体 温
36℃～37℃；平静呼吸16～20次/分；心
率60～100次/分。

8、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
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儿童出生后应当
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

9、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
苗可减少患流感的机会或减轻患流感
后的症状。

10、艾滋病、乙肝和丙肝通过血液、
性接触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日常生活
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

11、肺结核主要通过病人咳嗽、
打喷嚏、大声说话等产生的飞沫传
播；出现咳嗽、咳痰 2 周以上，或痰
中带血，应当及时检查是否得了肺
结核。

12、坚持规范治疗，大部分肺结核
病人能够治愈，并能有效预防耐药结核
的产生。

13、在血吸虫病流行区，应当尽量
避免接触疫水；接触疫水后，应当及时
进行检查或接受预防性治疗。

14、家养犬、猫应当接种兽用狂犬
病疫苗；人被犬、猫抓伤、咬伤后，应当
立即冲洗伤口，并尽快注射抗狂犬病免
疫球蛋白（或血清）和人用狂犬病疫苗。

15、蚊子、苍蝇、老鼠、蟑螂等会传
播疾病。

16、发现病死禽畜要报告，不加工、
不食用病死禽畜，不食用野生动物。

17、关注血压变化，控制高血压
危险因素，高血压患者要学会自我健
康管理。

18、关注血糖变化，控制糖尿病危
险因素，糖尿病患者应当加强自我健康
管理。

19、积极参加癌症筛查，及早发现
癌症和癌前病变。

20、每个人都可能出现抑郁和焦虑
情绪，正确认识抑郁症和焦虑症。

21、关爱老年人，预防老年人跌倒，
识别老年痴呆。

22、选择安全、高效的避孕措施，减
少人工流产，关爱妇女生殖健康。

23、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正确选用
保健食品。

24、劳动者要了解工作岗位和工作
环境中存在的危害因素，遵守操作规
程，注意个人防护，避免职业伤害。

25、从事有毒有害工种的劳动者享
有职业保护的权利。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

益阳疾控代表来常交流经验
本报讯（记者 黄强 通讯员 陈宇）近日，益阳市疾控中

心主任唐益华等一行5人来到市疾控中心交流工作经验。
他们参观了市疾控中心检验检测大楼后，就单位内部

绩效考核、绩效工资水平及分配方案、结核病的综合防治措
施、结核病的转型、学校结核病疫情处置等方面与市疾控中
心相关负责人进行了重点探讨。据悉，我市建立了在市政
府领导下的多部门合作的结核病防控体系，严格落实学校
结核病防控的各项措施，科学有序地开展学校结核病疫情
管理工作。大力推进结核病诊疗从疾控机构向定点医疗机
构的转型，目前市级结核病定点医院1家，县区级结核病定
点医院9家，在转型过程中，通过多措并举，新的结防体系运
转基本顺畅，各项结防措施基本得到落实，确保了工作质
量。在实施结核病患者规范化管理工作方面，疾控机构加
强了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培训、技术指导和督导，参与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考核，考核结果直接与各机构的服务经费
挂钩。

通过交流，增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对提高疾控机构的
管理质量、服务水平
和结核病综合防治
能力起到积极推动
作用。

爱尔眼科到安乡点村义诊
本报讯（记者 黄强 通讯员 韩欢）“奶奶，你的眼睛得

的是老年性白内障，因你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填好这个表
格，到村、镇有关部门盖好章后，即可享受免费手术。”常德
爱尔眼科医院工作人员亲切地对77岁的汤腊秀说道。

3月23日，市扶贫办联合常德爱尔眼科医院来到帮扶
点村——安乡县陈家嘴镇麻田岗村进行慰问和义诊，这是

“善行湖南 万人眼健康公益行”项目开展以来，常德爱尔
眼科医院服务百姓的又一个缩影。活动当日，共为村民进
行眼健康检查180余人，发放资料200余册，同时对检测出
的白内障、胬肉等符合手术的适应症患者，医院工作人员
和村干部商量后将择期统一安排到常德爱尔眼科医院进
行手术确诊。

据悉，“善行湖南 万人眼健康公益行”由省扶贫办发
起、爱尔眼科医院承办，旨在通过政府、爱心企业的力量来
救助贫困眼疾患者，使患者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困
境。活动筛查出的白内障、胬肉患者，如果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则可享受全额公益救助。其他眼疾患者根据国家相关
政策，也可享受一定程度的优惠。

3月21日上午，市妇幼保健院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此次活动共有86人成功献血，累计捐献热血2.63万
毫升。据悉，市妇幼保健院每年都会开展爱心献血活动，他们用无偿献血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医务工作者的无私
奉献。 本报记者 黄媛媛 通讯员 燕磊 摄

医生档案

陈南芙，女，上海人，1942年11

月出生，副主任医师。1966年毕业

于上海中医学院医疗专业。1968年

被分配到澧县甘溪滩镇中心卫生院

工作。她曾连续 16 年被评为澧县

先进工作者，1978年和1979年两年

被评为湖南省先进工作者，1982年

被评为常德地区先进个人、劳动模

范，先后当选为澧县第七届和第九届

人大代表、澧县第七届人大常务委员

会委员，曾被授予“澧县卫生系统标

兵”“百日优秀服务先进个人”“女能

人”的光荣称号，1982 年、1989 年、

1991年三次被澧县人民政府记功。

十几平方米的诊室里，一位七旬老
人，个头不高，右手骨折，正在为患者诊
治，这是近日记者见到陈南芙的第一印
象。采访期间，虽然她因摔跤导致右手
不方便，但指名要她治病的患者却不见
少，记者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
多的挖掘素材，再现她的传奇故事。

“应征”篇

誓言如山
“到农村不需要理由，不
到农村才需要理由！”

1968 年 7 月，正值毛主席“把医疗
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批示三
周年之际，上海中医学院动员毕业大学

生“为改变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面
貌而尽力”。陈南芙得知后，毅然报名

“应征”。
她的抉择，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

对：“农村条件那么差，你一个女孩子受
得了吗？”然而，一向温柔孝顺的乖乖女
这次却出奇的倔强。“到农村不需要理
由，不到农村才需要理由！”她发誓：要
把所学知识用到最需要的偏远农村去。

一句朴 实 的 誓 言 ，践 行 了 半 个
世纪。

1968 年 10 月，风华正茂的陈南芙
被分配到离澧县县城近50公里的甘溪
滩镇中心卫生院。当时的她也许做梦
都没有想到，在这里一呆就是一辈子。

脚踏卫生院的那一刻，眼前没有宿
舍，没有澡堂，吃的要么是上海人不喜
欢的辣椒，要么就是腌菜……当时卫生
院的条件，比她想象的更差。面对艰苦
的环境，陈南芙从未有过一句怨言，都
一一克服了。更让她揪心的，是和患
者之间的语言障碍。那时，作为一名
大学生，陈南芙专业过硬，用药精准，
见效很快，每天求诊的病人络绎不绝，
医院领导干脆安排一名当地医生当起
了“翻译”。

一年、两年、三年……工作和生活
慢慢适应了，可家人一直是她最大的牵
挂。每个周末晚上，陈南芙再忙也要给
家里写信；每次探亲假，虽来去匆匆，但
也缓解了她的相思之情。令她愧疚的
是，母亲、父亲先后于1975年、1988年离
开人世。可在他们病重的日子里，她却
不曾守候与照料。得知母亲在弥留之
际还在反复唠叨“南芙几时能调回上海
啊”时，她已泪眼盈盈。

“仁爱”篇

大爱无痕“给患者减轻一点经济
负担，有何不可哩！”

门诊，是一所医院的前台和“关
口”，也是陈南芙的“责任田”。50年来，
她将患者当成了亲人，以医者仁心的高
尚品德，书写着“大爱无痕”的人生轨
迹。

镜头一：巧花心思为患者节省医药费
一大清早，澧县甘溪滩镇丰年村的

一个小孩尿频尿急，哭闹得非常厉害，
家长火急火燎地找到陈南芙。她把脉
问诊后，和蔼地告诉小孩：养成良好的
卫生习惯就行了，不需要用药。并耐心
细致地告诉家长应当怎样护理。

50年里，陈南芙接诊无数。为了给
患者节省医药费，她绞尽脑汁，花尽心
思，能够不用药就尽量不用药，能够提
供健康指导就尽可能详尽地告知注意
事项，把老百姓的医疗负担降到最低，
被戏称为“廉价医生”。

镜头二：自掏腰包为贫困户垫付医
药费

家住澧县甘溪滩镇马溪村的一名
70多岁老人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去年7
月，因没钱坐车，她徒步走了好几个小
时，来到陈南芙的诊室。在她的悉心诊
疗下，老人病情逐渐好转康复。但老人
家境贫困，报销后剩下的医药费也无法
支付。陈南芙获悉后，立即自掏腰包为
其垫付，并把她送上了回家的客车。

50年里，陈南芙诊治的患者至少有
30万人次以上，究竟为多少患者垫付医
药费、代为购买饭菜，恐怕她自己也说

不清了。在陈南芙看来，在自己的能力
范围内，给患者减轻一点经济负担，有
何不可呢！

“坚守”篇

不改初心“甘溪是我的第二故乡，山
区群众的健康需要我！”

这些年，陈南芙的医技和事迹早已
响彻常德乃至湖南。面对多次跳槽和
进城的机会，她置之不理，不改初心。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陈南芙曾作为
无党派副县长的候选人，面对组织部门
的考察，她的回答干脆而不拖拉：“我学
的是医学专业，为病人解除痛苦才更能
体现人生价值！”

后来，省、市、县医院都向陈南芙伸
出橄榄枝，许以高薪。她的回答明确而
不含糊：“甘溪是我的第二故乡，山区群
众的健康需要我！”

1998 年 11 月，已办理退休手续的
陈南芙，面对每天络绎不绝的患者，面对
卫生院院长“三顾茅庐”，陈南芙放弃在
家安享晚年，缠着老伴一起返回了卫生
院，成立“夫妻”诊室，这一干又是20年。

大爱源自大德，大德成就了大医，
大医谱写出了一曲大美之歌。也许相
比于有些名医来说，陈南芙的事迹不够
轰轰烈烈，但润物无声的坚守却成就了
她一生的传奇与美丽。

大美医者 大爱无痕
—— 记澧县甘溪滩镇中心卫生院退休医生陈南芙

□本报记者 黄媛媛 通讯员 杨善军

创建三甲医院 实现跨越发展

常德市第二人民医院常德市第二人民医院 协办协办

疾病与预防控制
市疾控中心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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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一医院行风建设再发力
本报讯（通讯员 李银）3月24日，在市一医院八届三次

职代会上，100多名临床科室、医技、职能科室负责人向医院
纪委负责人递交《2018年行风建设目标责任书》，院领导对
加大行风建设力度提出明确要求。

据悉，市一医院近年来持续不断强化医院医德医风建
设，每年开展四次行风建设监督检查，严肃查处一批违纪违
规问题，有效地纯洁了医疗行风、遏制了腐败行为。今年，
该院进一步加大行风建设力度，专门制定行风建设目标责
任制，责任制内容包括：严禁医务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利用
职务之便收受各种名义各种形式的回扣；严禁医务人员为
药品经销单位“统方”；严禁医务人员违反诊疗用药原则，开
大处方和开与患者病情无关的药物及辅助检查；严格执行
医疗卫生行业“九不准”，不做损害医院和患者利益的事情；
严禁医务人员参与相关产品的经营、推销活动等。对违反
行风建设规定的，严格追究经济、行政责任，甚至停止处方
权、待岗、解聘或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吊销执业医师资格证
书，对科室负责人一并追究连带责任。

下月起，这153项业务“最多跑一次”
常德经开区地税局推进办税事项改革

本报讯（通讯员 聂帆）近日，常德经开区地税局编制了
《“最多跑一次”事项清单》，4月1日起，包括6大类29项并
联办税业务和5大类124项单个办税业务将在地税局办税
大厅全面实现“最多跑一次”。

办税“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指通过优化办税流程、提升
纳税服务质效、融合线上线下办税、借助“互联网+”技术手
段，纳税人到税务机关办理依申请涉税业务，在申请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情况下，从受理申请到办结的全过
程只需“跑一次”或“零上门”。

今年以来，经开区地税局大力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为提高办税效率，积极整合办税流程，通过取消和下放
两种方式，大幅精简审批事项，对现有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清
理，将部分可取消的内部审批环节全部取消；理顺部门间的
职责权限，进行集中会审，变串联流程为并联流程，落实办
税“最多跑一次”清单，让数据“多走路”、纳税人“少上门”，
切实提升纳税人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