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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早上，张玉飞照例巡视病
房，不同于医生查房，作为市第六人民医
院后勤部主任，他每天早晚的巡察是为
了防患于未然，及时发现设备设施的潜

在问题。
后勤保障部门工作范围广，工作量

大。张玉飞自参加工作以来，在他平凡
的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39个年头。
在39年的工作生涯中，他先后干过
电工、电梯工、水暖工、木工维修
等，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以一种任
劳任怨、甘于奉献的精神，实现着
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平凡的工作
岗位上执着地演绎着他的精彩的
人生。

记得一个骄阳似火的夏日，内
科病房里的一个病员家属怒气冲冲地

找到护士长反映，病房里的抽水马桶堵
住了，污水一直往上翻，臭气熏天，护士
长一个电话，张玉飞背着他的工具包出
现了，他对着病人微微一笑说：“不要着
急，马上就好。”转身便开始忙活。时间一
分一秒地过去了，在那又闷又臭的卫生
间里，张玉飞的工作服都湿透了。两个多
小时后马桶终于疏通了，最终发现堵塞

的原因竟是病人家的小孩淘气把小玩具
扔到马桶里了，病人家属十分过意不去，
不停地道歉，可张玉飞淡淡一笑：“没事，
以后注意点就行了，我只是做了我该做
的。”朴实的话语，满含着他不计回报的
奉献精神。

作为医院的“后勤部长”和“大管
家”，张玉飞数十年如一日，每天早来晚
走，以热情周到的服务、细致入微的安
排，赢得了同事和领导的称赞。在去年夏
天的那场暴雨中，由于六院下水管道老
旧，排水量本来就小，再加上瓢泼大雨一
直不停，医院宿舍楼的下水道堵住了，积
水越来越多，都快没到膝盖，眼看就要进
入一楼住户家里了，张玉飞得知后拿着
长竹皮、钢丝等工具来了，在发现长竹皮
通下水道的效果不明显后，他随即蹲下
身子，半趴在积水中用手掏着堵在排水
孔中的杂物，大家被张玉飞的忘我精神
感染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疏通小分
队”，堵塞的下水道终于疏通了，望着那

些打着漩涡欢快泄去的污水，已成“水
人”的张玉飞笑了。

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
每逢节假日，张玉飞总是自愿放弃休息时
间，主动值班，把休班的机会让给其他同
事，39年来，为了一份责任，为了一份使
命，究竟有多少次提前到岗，有多少次延
迟下班，又有多少个休息日在医院度过，
谁也记不清了。由于表现突出，张玉飞多
次获得市卫计委三等功，多次获得启东市
卫计委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近年来，不管是医院的干部职工，还
是外单位来医院办事的人，都会惊喜地
发现医院的灯更亮了，树木、草坪更绿
了，办公环境更整洁了。人们享受舒适、
安全、优雅的工作生活环境，感叹着喜人
变化时候，殊不知这背后凝聚着包括张
玉飞在内的后勤人多少辛勤的汗水和不
眠的日日夜夜。 （季培红 张以）

10月14日，副省长蓝绍敏来启调研
我市医疗改革情况，对我市医改三年所
取得的显著工作成果予以充分肯定。

2014年5月，我市被确定为江苏省
医改先行先试县市。百姓最直观的感受
是新农合报销比例提高了，看病需要自
掏腰包的钱少了；药品开得少了，药费占
看病总价的比例降低了；从乡镇医院转
到市里看病方便了，报销比例也比直接
去市级医院高了……三年来，市财政对
市级公立医院投入资金近1.3亿元，重点
用于设备更新、人才引进等基础建设。人
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已提高至80
元；新农合筹资标准达850元每人，其中
财政补助680元，同时对在基层医院住
院的低保、五保户及农村70周岁以上老
人实施基本药物全免费，在基层医院看
病，新农合平均报销比例超过70%。

医改前，由于财政投入长期缺位，公
立医院难以坚持公益性的基本定位。医
改后，我市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以切
实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为目标，全面
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公立医院全部
取消药品加成，除中药饮片和医院制剂
外，所有药品实行零差率销售。按照

“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原
则，降低药品、高值医用耗材、大型设
备检查价格，合理提高体现医务人员劳
动价值的诊察、治疗、手术等项目价
格，使医院通过提供优质服务获得合理
补偿。我市两次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调
整，而医院减少的药品收入80%通过调
整医疗服务价格，20%通过增加财政投
入予以补偿。

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
治、上下联动的诊疗模式，是解决大医

院始终处于“战时状态”、人满为患的
一把“金钥匙”。我市全面推进分级诊
疗工作，通过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
力，强化医保政策的刚性引导、强化宣
传教育的柔性引导以及规范分级诊疗制
度、规范分级诊疗考核、规范慢病管理
等方式，努力实现“引导考核制度化、
双向转诊普及化、就医秩序规范化、资
源利用最大化”目标。进一步完善新农
合政策，调整市级医院和基层医院起付
线及报销比例，拉开基层医院、市级医
院（市人民医院、中医院）、市外医院
诊疗报销差距，引导群众常见病到基层
医疗机构就诊。

通过各个环节的综合改革，多方获
益格局初步形成。改革以来，年度医疗
总费用增幅自 2015 年 12.23%下降到
2016年的-10.92%，住院均次费用增

长率自2015年的9.45%下降至2016年
的-12.62%，今年以来各项指标的增幅
按照国家要求严格控制在10%以内，全
部低于2015年的水平；药占比自2014
年 的 50.13% 逐 年 下 降 至 目 前 的
35.7%；基层医院出院病人的人次数比
改革前增加了近30%，县域内就诊率
今年能达到90%以上。虽然全市就诊
人次数逐年增加，但医疗总费用呈现
下降趋势，群众的看病就医负担持续减
轻，小病不出镇、大病不出市的就医格
局正逐步形成。

调研中，蓝绍敏在肯定我市取得医
改成果的同时，要求我市务必围绕解决
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努力突破、探索新
路，持续不断地将医疗改革向纵深推进，
为全省提供更多更好的经验。

（张以）

三年来，我市公立医疗机构年度医疗总费用大幅下降。药占比下降
14.43%，基层医院出院病人增加近30%

共享医改成果 护航百姓健康

9月19日，暴雨，平素拥挤的人民
路也显得空旷起来。这时，沿街店铺商
家都注意到一个撑着伞的瘦弱身躯，吃
力地抱着团东西，在大雨中艰难地行
走，只见她拐弯进入了市第三人民医
院。

在三院住院部三楼康复科，正在给
病人理疗的沈冰石医师一眼认出了这
是上月末刚出院的朱女士。此时朱女士
身上的衣物已大面积淋湿，头发贴在瘦
削的脸上，水珠不断地从脸上滑落，沈
冰石见状赶紧让护士拿来了干净的毛
巾替她擦拭，给她倒了杯热水祛寒。朱
女士放下手中一直紧紧抱着的一捆芦
稷，从衣袋里层掏出了一张纸，递给了
沈医师，指指耳朵说道：“沈医师，我的
耳朵已经听不到了，我真是命苦，以前
腰椎间盘突出不能走路，好不容易在这
里完成了治疗，不用一直卧床，现在又

听不到了，唉。不过现在可以自由活动
了还好点，昨天乡下侄子拿点芦稷来，
我们老俩口老了，没啥好东西，就送点
来给大家尝尝，聊表心意。我不太会表
达，就写了这张简便的感谢信。”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的
疾病高发首位被心脑血管疾病占据。这
类疾病如果发现及时，抢救得当，还是
有较长的生存期的，但是往往病人的生
活质量直线下降，大多数患者失去了自
主行为能力，以脑出血、脑卒中患者为
例，往往是偏瘫或全瘫，全部的基本生存
需求都得依靠家人，家人辛苦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患者的自我需求得不到满足，
心理的无助较之生理的痛楚更能击溃一
个人。康复医学便是这部分患者的重塑
师，不仅可以为神经系统患者尝试打造
第二人生，更可以给颈、腰椎间盘突出这
类慢性病导致的行动不便，急性外伤及

手术后存在功能障碍的患者、身体有残
疾者、以及组织器官因衰老而功能退化
人群经过合理、系统的理疗、物理、运动
锻炼来恢复功能或部分功能，最终实现
心理上的康复。

“来这里做康复治疗真是放心、安
心、舒心。”朱女士说。市第三人民医院
康复科成立于今年7月1日，目前有2
名主冶医师，6名专业康复师，5名专业
康复护士。其中沈冰石主冶医师拥有三
十多年的外科资历，对于治疗各类外伤
致神经系统损伤经验丰富。护士长王联
琴是资深护理专家，多次获得南通及启
东的最佳护士长称号。启东的康复科学
刚刚起步，所以每周都有来自上海仁济
医院的陈慧珍主冶医师前来指导，参与
诊疗工作及制定修改治疗方案，带来上
海最新的研究方向和治疗技术。

整个康复医疗团队不仅医疗技术

精湛，同时也很关注患者及其家属的精
神状况。治疗这类病一般都需要很长时
间，愈后也会很久甚至永久地持续下
去，这对患者及其亲属都是很沉重的打
击，一方面是艰苦的冶疗训练，一方面
是对于疾病的恐惧和未来生活的无望，
三院康复团队针对此现象会定期开展
疾病的宣传，每次查房教导些医学常
识，和部分患者建立了书信往来或者保
持社交软件的联系，出院了也仍然跟进
指导家庭康复。

三院康复团队成立的时间不长，其
宗旨是：帮助病员在其生理或解剖缺陷
的限度内和环境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使
其在身体上、心理上、社会生活上达到
最大限度的自由。

（张以 蔡挺挺）

“来这里做康复治疗真是放心安心舒心”

爱岗敬业的“老黄牛”
——记市第六人民医院后勤部主任张玉飞

图为张玉飞在检查消防设备

全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工作推进会召开

10月11日，全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推进会在
市卫计委十五楼会议室召开，各镇卫生院院长、分管院
长等30多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总结点评了各镇前阶段签约工作推进情况，
听取了各镇在签约工作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
作打算，同时就推进全市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人群签约
服务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并对慢性病用药目录、后续履
约服务、团队的宣传培训、签约劳务费等问题进行部署
和落实。

会议要求，要高度重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将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作为深化医改的重要内容之
一，作为提高人民群众对医改的获得感和建立基层首
诊、双向转诊的分级诊疗服务模式的重要抓手，切实有
效推进；要结合实际，提高签约服务工作实效。要在广
泛宣传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群众对签约服务的认可度
和满意度，力争到年底常住人口签约率达40%，重点人
群签约率达75%；要加强督查和考核，充分体现多劳多
得、奖勤罚懒的原则，充分发挥签约服务团队的积极
性，确保签约服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姚建生）

市卫计系统第二轮
巡察工作全面启动

10月11日，市卫计系统第二轮巡察工作动员会在
公共卫生大楼十五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对第二轮巡察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步骤、巡
察纪律等明确了具体意见，对巡察工作人员和被巡察
单位提出了要求和期望。要求大家端正思想，正确认识
巡察工作的重要性，深刻理解巡察是对医疗卫生单位
各项工作的一次“把脉会诊”，是对医疗卫生单位领导
班子和医护工作人员的一次“健康体检”，是最大的政
治关心、最有效的纪律保护。

会议还强调了巡察工作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紧
扣“六大纪律”，围绕“四个着力”，压实“两个责任”，要
求被巡察单位要积极配合，主动参与，把握好三个“度”
即进一步端正接受监督的态度，进一步提高配合巡察
的程度，进一步加大整改纠偏的力度。并希望巡察组全
体成员要坚持依规依纪办事，认真履责，把握重点，确
保巡察工作取得实效。 （钮添萍）

市人民医院对神经内科开展
第二轮行政大查房

10月18日下午，市人民医院在行政七楼院务会议
室对神经内科三个科室开展第二轮行政大查房。

神经内科三位主任先后对南通市临床重点专科创
建、脑卒中中心运行与项目开展情况、临床路径管理、
规范开展急性脑梗死的治疗与脑血管疾病后遗症的康
复训练进行了汇报介绍，并对癫病、帕金森病专科门诊
的建设、成立脑卒中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办公室、积极
推进三级医院创建、加强年轻医师的理论水平、业务能
力培养，打造一支具有责任心、进取心、创新心的年轻
医疗团队等工作开展情况、发展规划及存在困难与问
题进行了汇报。

各职能科长、分管院长分对提出的一些建议与意
见进行了现场答复，提出了解决方案。院长陆健泉要
求神经内科下阶段认真做好南通市临床重点专科和脑
卒中中心创建工作；加强业务建设，进一步优化溶
栓、取栓治疗规范、流程，并实现治疗与康复一体
化；加强对年轻医生的培养，注重提升能力，建立严
格的学习培训制度；做好脑卒中病人的预防工作，开设
脑卒中一级、二级预防专科门诊，普及脑卒中预防知
识，降低发病率。

（张瑛 成炜）

市第四人民医院开展
学校卫生知识讲座

9月26日下午，市第四人民医院5名医务人员在相
关负责人的带领下，来到和合镇中心小学，为该校部分
教师和学生上了一堂食品安全知识讲座，以期更好地培
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加强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

讲座就《食品安全知识》《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进行
了深入解读，从食品质量安全、如何判别伪劣食品、食
品污染的传播途径、手部卫生的重要性等几个方面，教
育引导师生要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做到勤洗手、勤剪
指甲，不把病菌从口带入体内。

讲座还强调了学校要严把食物采购关，认真落实
伙食管理程序，食物要有专人管理、专库存放，要建标
立卡，不断改善学校的食品卫生环境，从而保障师生的
身心健康。 （陈青云）

合作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
全员消防安全培训

10月11日下午，合作中心进行了全员消防安全培
训，旨在巩固提高医院职工消防安全意识、正确处理火
灾等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确保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的
消防安全稳定,

培训邀请了南通安居防火中心的李教官为大家授
课。李教官首先让大家观看了在工作、生活中因消防意
识薄弱，忽视消防安全导致丧失生命、严重财产损失的
火灾案例，用一个个血淋淋的真实案例让大家深刻感受
到掌握消防知识的重要性。随后，他针对医院消防工作
特点，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地讲解了医院监控室、
配电室、住院病房、仓库等重点部位消防安全常识,从而
让广大职工了解和掌握如何树立消防意识、如何预防火
灾、扑灭火灾、火灾现场如何逃生等。

通过培训，使大家深刻地认识到了消防安全的重要
性，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了医院职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增
强了抵御火灾的能力。 （陈春雷）

9月29日，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组织党
员志愿者，走进市老年公寓开展义诊活动。
针对老年人常见病和多发性疾病的特点，
为老人们进行了血压、心脏等常规项目的
健康检查。 仇玮鸿摄

义诊进老年公寓义诊进老年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