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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8日，第八届中
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拉开帷幕，中
国太保寿险常州分公司在市保
险行业协会的组织下，联合七家
保险公司在广化街广场共同开
展保险公众日宣传活动。测血
压、保险咨询、扫码互动等线下
活动吸引了不少过往市民，线上
大家还通过“扶贫健康操捐步”

“短视频拍摄”等活动方式，传播
保险正能量。

当天，正值中国太保寿险常
州分公司“总经理接待日”，该公
司负责人朱敏以首席客服的身
份在现场倾听客户心声、关注客
户需求，为市民耐心解答保单相
关问题，普及保险知识。市民张
女士听了指导获益良多：“我关
注了他们公司的理赔情况，给后
面保单配置作参考。”记者了解
到，该公司上半年理赔案共有
4954件，其中医疗险相关理赔件
数占比 85.2%，上半年总支出赔
款近 7500 万元，其中重疾险理
赔金额占比近65%。“由此可见，
重疾险和医疗险应作为保险配
置首要考虑的险种；其次，意外

险也不能被忽视。”工作人员说。
保险咨询过程中，工作人员

不断向过往市民主动介绍保险
知识、反洗钱知识以及各类非法
集资的常见形式和防范手段，并
通过关注“太平洋寿险”官微、下
载“太平洋保险”App、收藏“太
慧赔”小程序等方式让在场市民
充分体验保险智能服务，同时还
为市民提供测量血压等公益服
务。针对新增关注“太平洋寿险”

官微的用户进行的现场抽奖，共
抽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
等奖 3 名、幸运奖 20 名，相关奖
品近期将送达用户手中。

“我们与市民同心同行，共
撑一把‘保护伞’，让大家‘乘风
破浪’时也无后顾之忧。”相关负
责人介绍，除了知识普及外，公
司还注重公益活动，在近期积极
组织内、外勤员工参与“7·8 保
险扶贫健康操”捐步活动。此外，

本月 1 日，中国太保寿险还启动
了“不让梦想咕咕叫”的特别公
益活动，倡议全体营销员献爱
心，以签一份长期的人身险保单
向定向乡村学校的孩童捐一份

“ 免 费 午 餐 ”的 慈 善 形 式 ，向
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和建司 30 周年献礼。据了解，
此公益活动将一直持续至 2021
年4月30日。

当天，该公司政保合作部还
联合武进区社保中心，开展“社
商同心同行，齐力服务为民”的
主题活动。工作小组在武进社保
经办大厅设置宣传服务台，为市
民指导社保业务办理，并制作了

“社保商保我的宝”多层次健康
保障问卷调查表进行调研，宣传
补充商业保险的重要性。他们还
举行长护险培训班，现场为重度
失能家庭提供政策咨询、护理方
式确认、居家护理现场指导等服
务，确保每个家庭懂政策、会护
理。丰富多彩的活动有效提升了
社会公众保险欺诈风险防范意
识及对商保、社保合作共赢的认
识。 （孙婕 王婷 图文报道）

中国太保寿险常州分公司向市民宣传保险知识——

同心同行，我们在一起

“没有张书记他们，早在 35
年前，我可能就⋯⋯”7 月 3 日，
73 岁的刘冬琴带着一封两米多
长的感谢信来到常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在自己重生 35 周年纪
念日到来之际，向当初救她一命
的范晋明主任、高克柔主任和张
晓膺教授表示感恩。前两位主任
早已退休，现任心肺疾病诊疗中
心主任的张晓膺接过了这封真
诚又厚重的感谢信。

1985年7月4日，38岁的刘
冬琴在一院接受了当时高难度
的二尖瓣膜置换手术。随后的多
年间，刘冬琴定期随访、调整药物
服用情况，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心
脏功能状态。2017 年年初，刘冬
琴因低钾血症病危住院，时任一
院党委书记的张晓膺再次出手
相救，使她获得了第二次重生。

这一封毛笔书写的感谢信
有两米长，讲述了一段延续了
35年的医患情。

人工日夜监护
医患同住病房

35 年前，刘冬琴因严重的
风湿性心脏病到一院就诊，范晋
明主任判断，稍有耽搁就有性命
之忧，当下决定必须尽快手术。

“我们做过统计，上世纪 80 年代
初，全国风湿性心脏病患者有
100 多万人，但那时一年的心脏
手术量只能安排 3 万台，很多人
等不到做手术就走了。”张晓膺
说。

当年，全国能够独立开展心
脏体外循环手术的医院并不多，
常州一院算是开展得早的。“如

今，二尖瓣膜置换技术已很常
规，但在 35 年前这可是一个了
不得的手术。”现已 90 多岁高龄
的范晋明主任回忆，当时一院的
心胸外科条件非常艰苦，缺乏监
护设备和呼吸机，术后监护患者
的生命体征完全要靠人工手段，
打的是人海战。

“没有心电监护仪怎么办？
就用心脏听诊器、人工量血压。
没有呼吸机怎么办？就用老式麻
醉器代替，捏上面的皮球来辅助
呼吸。手术做完，小张医生不停
地手动监测血压、捏皮球，一晚
上下来手上磨破了皮、起了泡，
听诊器夹得两耳红肿。”范晋明
口中的“小张医生”就是张晓膺
教授，他当年只是一个20多岁的
年轻小伙。

“手术后我第一次睁开眼
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小张医
生就坐在床边，跟我说，‘刀开得
很成功，家人都安心回家了，你
就放心睡吧’。”刘冬琴说，当年
的一切都历历在目：她无论何时
醒来，张晓膺总在身边忙碌着，
语速很快，安慰不停。

“现在可能无法想象，那时
一切都要靠人工，科室里我们几
个轮流监护着她，没日没夜。一
张席子铺地上，在病房里和病人
住一起。”张晓膺说，心脏手术不
光难在技术，还难在术后监护管
理，稍有不到位，患者很难存活。

张晓膺感叹，彼时，凭借责
任感与满腔激情，医生负责倾力
救人，患者只管完全信任，自己
从未曾觉得有多苦，医术也是在
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得以飞速提
高。“老患者就像是老朋友，见证

了我们这代医护人员的成长。”

做非常规抢救
获得二次重生

术后，刘冬琴身体恢复得不
错，她很快就重新回归工作。术
后 12 年，年年全勤，直至光荣退
休。“一开始复诊都在范主任那
里，他退休后，我就一直挂小张
医生的号了，他也从小医生变成
了大专家。”

35 年，刘冬琴和张晓膺成
了不常见面却很有默契的“老
友”，她从来没有要过对方的手
机号，也没有在门诊以外的时间
打扰过他。刘冬琴的儿子夏奕峰
不放心，有一次陪同她上门诊时
要了张晓膺的联系方式。

正是这个小小的举动，再次
救了刘冬琴一命。“2017 年正月
十五，我妈因为低钾血症休克被
送进了一院，除颤了十多次。一
直到晚上 11 点了，我爸觉得再
等下去会出事，只能电话求救张

书记。”夏奕峰说。
“接到电话，我就立马赶到

医院，血钾浓度低到 2.9，心律彻
底失常，这时光除颤没有用了，
必须补钾。”张晓膺说，按规定补
钾浓度不能超过 3‰，否则可能
会有生命危险。但非常时期非常
手段，这时只有快速补高钾才有
一线生机，“在补了3%浓度的高
钾后，刘冬琴终于又活了过来。”

从死神手里两次抢下了刘
冬琴，张晓膺觉得这是一种特殊
的缘分，也是作为医者最大的满
足。张晓膺说，国内第一例换瓣
手术是 1965 年在上海进行的，
患者术后存活了 36 年，刘冬琴
很快将打破这个纪录。

张晓膺还记得，当年刘冬琴
体内的人工瓣是国产的，次次心
超做下来，功能都完好如初。

“1985 年时，国外技术封锁了我
们几十年，国产的东西能有这种
质量，很了不起。现在，只要技术
过硬，我们更要对国产设备有信
心。” 赵霅煜 文 王锐 摄

在一院两次重生，她用一封两米多长的感谢信，讲述——

一段延续了35年的医患情

聊着聊着，张晓膺帮刘冬琴做了次临时的检查。

本报讯 回族小伙马社有
布日前拿着国家扶贫款来常
州开店，跟房东提前签好了店
铺租赁合同，去办食品经营许
可证时却发现所租店铺不符
合开办餐饮类服务经营的条
件，此时退租要损失一万元。
在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雕
庄分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房
东免去了马社有布的违约金，
为他减少了损失。

马社有布老家在甘肃，家
里生活贫困，被当地政府认定
为重点扶贫对象并发放了国
家扶贫款。为增加收入，改善
家中经济状况，马社有布决定
将扶贫款作为启动资金，开一
家兰州拉面店。

通过朋友介绍，马社有布
决定来常州开店，并选定了位
于天宁区雕庄街道采菱公寓
的一家商铺，与房东签订了商
铺租赁合同。由于缺乏经验，
马社有布事先未到市场监管
部门确认该商铺是否可以申
领餐饮类经营许可证。申领
许可证的过程中，马社有布才
得知该商铺因紧邻居民区，按
照《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和天
宁区相关要求，无法申领到含
有餐饮服务经营范围的食品
经营许可证。

马社有布与房东已经签
订了商铺租赁合同，但却办不
下来经营许可证，按照租赁合
同规定，提前退租的话要损失
一万元，对于经济本就困难的
他来说，实在没有办法承受。

于是，马社有布找到天宁
区市场监管局雕庄分局副分
局长李婧，讲述了自己家的困
难状况，希望能够得到帮助。
李婧说：“我们不可以违反规
定发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但
考虑到你家的实际情况，我们
可以帮助联系商铺所在地的
村委，由分局、村委共同出面
与房东进行协商，尽量减少因
提前退租导致的损失。”

雕庄分局工作人员、村委
工作人员一起找到房东进行
协商，向房东说明马社有布是
国家扶贫重点对象，因为缺少
开店经验、又不了解相关政策
规定，贸然租下店铺，确实有
一定责任，应该承担一部分损
失；但合同才签订了9天，并未
给房东造成过多损失，希望房
东能减免违约金。

经过协商，房东主动免去
赔偿，表示只收半个月租金
2500元、违约金不收。马社有
布对此结果非常满意，对房
东、雕庄分局、村委的帮助表
示了真挚的感谢。

（王秋纯 高琳琳 胡艳）

甘肃困难群众
来常开店遇难题

市监局帮忙
少亏7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