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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家坝卫生院党支部书
记俞巧荣看来，老卫生院的那
座小码头，几乎浓缩了他对一
个时代的记忆。

“以前病人过来，稍微远
一点的，基本上都是走水路。
开始是摇船，后来条件好一点
了，换成了柴油机船。现在村
村通公路，小轿车也普及了，我
们卫生院去年完成异地重建
后，光停车位就有80个。”俞巧
荣说，交通方式的变化，从侧面
验证了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

而作为在金家坝卫生院工
作了30多年的“老人”，俞巧
荣对改革开放以来，基层卫生
事业的变化发展，更有着难以
磨灭的记忆。

百 姓 故 事

从木板床到专业医用病床

说起金家坝卫生院的变
迁，83岁的张留达如数家珍。

“我上班时，工作单位跟
卫生院就隔一条河，算是卫生
院的邻居；因为我患有风湿性
心脏病，以前每个月至少要到
卫生院‘报到’一次，算是卫
生院的‘老朋友’。所以，我
对卫生院可谓了若指掌。”张
留达说。

在 张 留 达 的 记 忆 里 ，
1985年左右，是他风湿性心
脏病最严重的时期。晚上睡不
着觉，冬天冷到得穿三件棉
袄，里面两件短的，外面一件
长的。

“那件长棉袄，躺下来可
以当被子。”张留达笑着说。

当年，张留达病情严重至
需要送医时，女儿张雪珍便和
家人一起，摇一艘小船，将他
送到金家坝卫生院。

“我家在长胜村，到老卫
生院大概有6里水路，顺风得
摇一个小时，逆风一个半小
时。”张雪珍说。

尽管风湿性心脏病患者需
要住院，但在当年，张留达却
从未住过院。他不住院的原因
有两个，其一，家里实在没
钱；其二，当年的金家坝卫生
院，硬件设施实在一般。

“当年只有 20 来张木板
床，也没什么设备，在我看
来，住和不住一个样。”张留
达说，如今，他因轻度脑梗在
卫生院接受住院康复治疗，

“现在家里条件好了，卫生院
的硬件设施也完全不一样了，
心电图、B超，什么设备都
有。你再看我这张病床，可升
降，有护栏，跟电视上的一模
一样。”

从小码头到大停车场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俞
巧荣入职金家坝卫生院。

“我进卫生院时，院里只
有 16 间平房，病床不到 20
张。除了门诊，也就剩内科、
外科、妇科、检验科。”俞巧
荣说，当时，卫生院有两口大
水缸，每天下班前，值班人员
得先挑水把水缸灌满，并放些
明矾净化水质。

到了第二天，大家上班
前，值班护士得先用水缸里的
水，把前一天用过的注射器、
输液管洗一遍，然后用一口大
锅，将洗好的注射器、输液管
煮沸消毒。

“大冬天的，零下几度，手
会洗得通红。”俞巧荣说，哪像
现在，注射器、输液管都是一次
性的，不仅方便，也更安全。

轮到值班时，俞巧荣便要
在卫生院小码头边的值班室住
上一晚。

“那时候病人基本上都是
用船送过来的。晚上在值班室
休息时，只要听见柴油机的马
达声，起床就对了。”俞巧荣
说，从听到马达声起床，到走
到码头，刚好可以把才下船的
病人接上岸，“现在不一样
了，码头变成了停车场，光停
车位就有80个。科室数量翻
了一倍多，卫技人员也增加到
了64人，病床则从当年的十
几张、二十几张，逐渐增加到
了现在的78张，这还没算上
非住院区的理疗床。我们现在
的针灸推拿科，光单个门诊室
就有三四张理疗床。”

从80平方米到280平方米

在执业助理医师顾培华看
来，从杨文头村卫生室，到杨
文头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再到
江苏省级示范村卫生室，这个
她工作了23年的单位，变化
的可不仅仅是名字。

“以前整个卫生室建筑面
积只有80平方米，现在建筑面

积有280平方米，外面还有一
个大院子。”顾培华说，在老的
卫生室，观察室和针灸室是一
个房间，房内只有3张钢架床，
输液的人多了，针灸没法做；
针灸的人多了，输液没法做。

在新的卫生室，不仅针灸
室和观察室各有一个房间，观
察室还换了两张可升降、可移
动、带护栏的专业医用病床。
坐在医生办公室内，顾培华可
透过巨大的玻璃墙，看清观察
室内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区一院汾湖
紧密型医联体建立以来，卫生
室的诊疗条件大大改善，药物
品种相比以前大大增加，村民
再也不用到吴江取药了。

“以前村里的高血压病
人，最少每个月要去吴江一
次，现在，他们在家门口也能
取药了。”顾培华笑着说。

新 闻 背 景

改革开放40年来，吴江
各个领域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而医疗卫生领域取得的成
就更是独树一帜。

从看病老三样听诊器、血
压计、体温表，到CT、核磁
共振等先进设备；从“赤脚医
生”，到优质专家与家庭医生
互通分级诊疗；从乡村诊所，

到紧密型医联体、专科联盟；
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
中心、为居民提供全生命周期
的健康服务……吴江医疗、卫
生条件不断改善，传染病发病
率、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
率稳步下降，全区居民健康水
平不断提高，居民平均期望寿
命不断增加，全民健康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稳步提升。

专 家 解 析

医联体建设是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的关键步骤，是调
整优化区域医疗资源结构布局
的制度创新，也是提升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满足群众生
命健康需求的重要举措。

区委、区政府把医联体建
设作为我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现阶段的主要任务，纳入了打
造“八大标杆”、推进集成式改
革的重要内容，将医联体建设
作为深化医改的主要抓手重点
推进。区卫计委围绕老百姓

“不生病、少生病、晚生病”这
一健康核心诉求，把握“急病
要急、慢病要准”的工作理
念，“强基层、筑高地”，推动
卫生工作由以治病为中心向以
健康为中心转变。

——区卫计委医政科科长
薛建英

本报讯 （郁隽秀 记者方
芳）昨天上午，太湖新城苏河社
区（吴模村）突发有人拿斧子砍
车的情况，网格巡查员们发现
后，联合社区基层网格长，及时
制止了这种过激行为。

上午10点左右，网格巡查
员朱光忠和杨志强等人巡查至苏
河社区居委会附近时，看到不远
处有一人正在砍汽车，车子的一
个轮胎已经瘪掉了。

“你干吗砍车子？”朱光忠朝
着此人问话。这名30来岁的男
子一言不发站起身向着朱光忠走
来，手中赫然是一把斧子。“不
能让他拿着斧子。”双方接近到
一定距离时，朱光忠一把抓住斧
头柄，可没想到该男子力气很
大，这个动作没能夺下斧子。此
时，网格巡查员杨志强、孙志国
和沈冬平一起出手抓住该男子的
手，反扭在他身后，朱光忠夺下
了他的斧子，让边上人藏了起
来。

同一时间，一名网格巡查
员迅速跑到社区居委会，向基
层网格长陆许诚汇报此事。三
级网格长、社区主任费向学和
陆许诚马上跑到现场处置该情
况。

“这个男子是本社区居民唐
某，比较容易激动，还患有癫
痫。”费向学当即安抚唐某，要
求他冷静下来。此时，唐某的父
亲也来到现场，要求放开他的儿
子。双方约定，放开后不能动
手。

当网格巡查员松手后，唐某
骂骂咧咧并对边上的人拳脚相
加。

“不能让他伤到群众。”朱光
忠随后再次和其他网格巡查员一
起上前制止唐某。基层网格长随
即上报公安部门前来处置此事。
民警到来后，网格巡查员就松开
了唐某，结果他继续冲入人群中
见人就打。最终，民警把他制伏
并带上了警车。

男子情绪激动挥斧砍车
网格巡查员、基层网格长合力制止

本报讯（记者宋文怡）天气
越来越冷了，很多人正忙着添置
厚衣。可是在位于新疆天山南麓
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阿瓦提县的
苏格其村幼儿园，孩子们还穿着
单薄的衣服去上学。为帮助那里
的孩子们温暖过冬，苏州实验小
学教育集团吴江明珠学校开展了
一场温暖人心的“衣旧情深，为
爱加温”活动。

苏格其村幼儿园地处偏僻，
交通不便，这里的孩子们学习生
活都非常艰苦。寒天腊月里，很
多小朋友都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去
上学。吴江明珠学校从校家委会

成员孙培军那儿了解到这一信息
后，经过精心筹备，向全体师
生发出了倡议。孩子们利用周
末的时间，把家里的旧衣物整
理了出来，想通过在当地支教
的严明老师，把旧衣物捐赠给
那里的小朋友。

12月 3日早晨，苏州实验
小学教育集团吴江明珠学校内
人潮涌动，孩子们认真地把一
包包干净整洁的衣物交到负责
老师手中。捐赠过程中，四
（A） 班家长志愿者全程参与，
并将衣物分类打包，于当日寄
送出去。

“衣旧”情深 为爱加温
吴江明珠学校开展旧衣物捐赠活动

从木板病床到专业医用病床，从反复使用的注射器到一次性无菌注射器，开放病床数越来越

多，医疗设备越来越先进——

这四十年，医疗条件越来越好
本报记者 徐海军

本报讯（记者史韫倩）今年
是吴江区实验初中和法国圣-约
瑟夫初级中学相互派遣学生代表
团访问交流的第六年，法国圣-
约瑟夫初级中学的16名师生到
访吴江区实验初中，开始了为期
一周的交流学习。

欢迎仪式上，法国圣-约瑟
夫初级中学代表团与吴江区实验
初中的师生们围坐在一起，互相
交流聊天，虽是第一次见面，但

大家都很热情，现场气氛热烈。
据悉，在为期一周的交流学

习中，法国学生不仅会走进课
堂，和中国学生一起学习，还将
前往震泽蚕桑园、同里古镇等
地，体验桑蚕、书法、茶道等传
统文化，感受江城魅力。明年1
月份，与法国学生结对的吴江学
生也将远赴法国进行交流学习，
进一步增进中法两国中学生以及
学校之间的交流和学习。

法国圣-约瑟夫初级中学代表团到访吴江

一周时间感受江城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