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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演练二院专家在社区医院门诊

2015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
（2015—2020 年）》，其中明确指出：
“以形成分级诊疗秩序为目标，积极探
索科学有效的医联体和远程医疗等多
种方式。”对此，我市积极响应，并摸
索出一种新型医联体模式——紧密型
医联体。

在 2016 年初召开的常州市十五
届人大六次会议上，“关于深入推进医
疗联合体建设”议案就被列入市人大

“一号议案”和市政府重点工程。为推
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优质医疗资源
双下沉，优化医疗资源结构布局，提升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在市委市政
府的统筹规划下，2016 年 8 月，常州
二院与青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结
成全市首家紧密型医联体，对“人、财、
物”进行一体化管理，后者更名常州二
院天宁分院。

经过一年的努力，这个新模式已
初见成效：医院管理不断创新、专科
水平显著提升、队伍素质明显加强、
就 医 环 境 逐 步 改 善 。 2017 年 1-8
月，天宁分院门急诊 113451 人次，同
比增长 12%，住院 1201 人次，同比增
长 85%。

“小社区”能看“大医生”

家住紫云苑社区的王婆婆这两天
逢人便笑，原来是媳妇儿刚生了个大胖
小子。“因为是第二胎了，血压还高，我
们全家都担心的。”王婆婆说，“以前都
是到市里二院找蒋主任看的，现在家门
口就能看到蒋主任，我们就在这里生
了，方便又放心。”这得益于9月1日刚
刚启动的二院天宁分院产科共建。

据了解，在天宁分院建档的孕妇
每月有 100 多名，但由于软硬件条件
的限制，大部分孕产妇，特别是怀孕期
间出现其他疾病的孕产妇都只能往更
远的“大医院”去。而另一边，随着二
胎政策的开放，常州二院产科分娩量
呈“井喷式”增加，走廊上都加满了临
时床位。

为了缓解三甲医院产科“一床难

求”的困境，让基层医院的资源得到
充分利用，使百姓获得更好的就医体
验，自 9 月起，由二院产科病区主任
韦金华兼任天宁产科共建病区主任，
二院产科首席专家蒋学莲担任顾问，
做天宁产科的坚强后盾，从早孕建卡
到分娩以及产后康复，从团队学科建
设到未来发展规划均制定了严密的
计划。现在，天宁分院产科每日均有
二院专家坐诊，给予技术指导。同时
开通医联体产科医护微信转运群，二
院指派医生专门负责转运群中特殊、
危急重症孕妇的转运接洽以及疑问
回复等。

如果“小社区”门口就能看到“大
医院”专家，谁还会再去挤大医院呢？

家住青龙苑的王洪玉对此深有体
会：“我这身风湿病，一年总要去几次
医院。以前去二院看专家门诊，早上
6 点就得出门，骑 40 多分钟的电瓶车
到医院，挂号还要排 1 个多小时队。
现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专家门诊，挂号
不用排队还免费，真是方便多了！”

早在2011年，常州二院就已经与
青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了医
疗合作中心，风湿关节病专科是最早
开展的医联体共建科室，二院风湿免

疫科副主任孙国民扎根基层 6 年，开
展专家门诊，收治患者。目前，30 张
床位都住满病人，需要提前预约才能
住院。截至今年 8 月收治病人 547
人，同比增长 62%，甚至有河南、四
川、新疆的患者上门求诊。

“专线专通”免去跑腿苦

王爷爷今年80岁了，患有严重的
腰椎间盘突出症，最近情况加重，需要
做核磁共振来确定病情。这天，老人
在天宁分院，医生给他开了检查单，直
接在窗口付完费，被告知3天后下午3
点到二院做检查。老人欣慰道：“我住
在紫荆公园附近，乘车到市区单程就
要 1 个多小时，预约、做检查、取报告
就得跑三趟来回。现在只要掐好时间
去做个检查，报告单都可以在家门口
拿了，真是太方便了！”

为患者带来便利的是二院与天
宁分院间建立起来的信息化专线，目
前开通的功能有：挂号、收费、预约诊
疗，检验、影像数据传输与报告自助
打印。患者在基层无法解决的疑难
杂症，可通过天宁分院的常州二院收
费专窗直接挂常州二院两个院区的

专家号，按时间段前往二院就诊。如
果在就诊时，需进行天宁分院无法开
展的检查项目，例如 CT、核磁共振、
产科四维彩超等，可在天宁分院直接
缴费，分院医生可通过医生工作站帮
助患者预约，在约定的时间内即可检
查，不需再排队等候。相关检查报告
可以在天宁分院自助打印。分院医
生也可通过医生工作站随时调阅患
者的各项信息。

早在 2014 年，常州二院就与青
龙卫生服务中心建立起了影像信息
平台，实现放射影像的双向诊断。目
前，以常州二院为核心的区域影像中
心已经建成，天宁分院上线 PACS 系
统，所有的 DR 摄片都由二院放射科
医师读片，并出具二院的影像学诊断
报告后传至天宁分院打印。不仅如
此，常州二院每天派一名影像科人员
前往天宁分院指导摄片，保证检查结
果的准确性。

天宁分院的 Lis 系统正在建设
中，建成后将和常州二院建立区域检
验中心。天宁分院有条件完成的检验
项目，将由常州二院进行同质化管
理。没有条件完成的项目，患者在天
宁分院采完血后，通过物流送往常州

二院检验，报告单通过 Lis 系统传回
天宁分院。目前，部分检验项目开始
试行，例如孕产妇的唐氏筛查，已经给
老百姓带来了便利。

除了影像中心、检验中心外，病理
中心的建设也在规划中。信息化的全
面覆盖，使得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得
更加通畅。今后，天宁分院还可通过
信息平台，借助常州二院的吴阶平医
学基金会医协体服务中心，实现与国
内顶尖医疗机构的无缝对接。

第四“高”加入慢病管理

董大爷好酒，经常莫名其妙地出
现足关节的红肿疼痛，一痛就好几天，
以为是上了年纪引起的骨关节疾病，
没有重视，就自己默默忍着。直到来
天宁分院体检时，医生询问后，告诉他
可能是痛风在作怪。一检查，血尿酸
600umol/L 以上，是典型的痛风发
作。对症治疗后，董大爷的腿脚痛很
快就缓解了。

由于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高尿
酸血症紧随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三高”之后，成为威胁生命健康的第
四“高”。天宁分院风湿关节病专科对
全社区 4000 多名 60 岁以上居民，进
行了风湿疾病，尤其是老年骨关节病、
骨质疏松、痛风、类风湿关节炎等疾病
进行调查，同时为他们提供血常规、肝
肾功能、血脂，血尿酸等免费检测。调
查和检测结果显示，有半数以上患有
不同程度的风湿骨关节病。这类疾病
往往不受重视，如果放任发展，极易摔
倒造成骨折，或进行关节置换，花费更
大，受苦更多。

天宁分院在医联体的支撑下，将
包括第四“高”——高尿酸血症在内的
风湿疾病加入慢病管理的行列，成为
全市首家做此病种管理的医院。由于
发现早，治疗及时，治疗效果更好。

孙国民表示，下一步，医院将以家
庭医生的模式，推出从无偿到有偿的
不同内容签约包，为每一名风湿慢病
居民提供全程的优质健康管理。签约
内容包括：免费健康咨询；必要时的上

门服务；包括挂号、住院在内的快速就医
指导，并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每年定期
专项体检。

目前，天宁分院共成立15支全科团
队，依托医联体，针对“三高”和风湿病，
分层分区进行管理。由专科医生负责确
诊、制订慢病患者个性化治疗方案，将病
情稳定的慢病患者转诊到天宁分院；由
慢病管理人员根据专科医生给出的治疗
方案，定期随访、观察，帮助患者完善生
活方式，并及时将控制不良的患者转入
上级医院实施规范化治疗。

变人才“输血”为“造血”

“病人血氧饱和度低！”
“上呼吸机！”
不久前，天宁分院大厅内举行了一

场逼真的急救应急演练，模拟社区卫生
服务站点输液患者突发过敏性休克、中
心院区呼吸衰竭患者急诊入院及心肌梗
死患者急诊入院三个急诊抢救场景。

分院地处常州市天宁经济开发区青
龙街道，街道辖区常驻人口5万余人，包
括中心院区和三个社区服务站点，承担
着青龙街道社区居民健康守卫的重要责
任。为提升医院中心院区以及各社区服
务站点医、护、技人员对各类突发急危重
患者的救治应对能力，自去年 8 月结成
紧密型医联体以来，天宁分院不断加强
对医护人员急救知识的培训，完善和规
范应急抢救相关流程，确保医疗救治工
作及时、有序地开展。

除了综合急救能力，内分泌科、心
血管内科、呼吸科、风湿免疫科等科室
医生也与分院的医生“结对子”，二院专
家通过专家授课、病房查房、特殊病例
讨论、疑难问题解答等形式，从理论到
临床实践全面提高天宁分院医生的诊
疗水平。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说专
家到社区坐诊是一种“借拐”，这种对基
层医生全方面的培养则更近乎于“复
健”，最终目的是社区医院可以满足分级
诊疗中周边居民的医疗需求。而我市紧
密型医联体，正摸索着踏出了第一步。

李青 孙镇江/文 张海韵/摄

二院联手青龙进行“人、财、物”一体化管理，我市首家紧密型医联体运行一年初见成效——

凿准医联体凿准医联体““破冰点破冰点”” 推进分级诊疗推进分级诊疗

本报讯 “这年头，赚点钱不
容易，这么一大笔钱一定要还给对
方。”县学街一家面馆的老板戚女
士说。9 月 6 日晚，3 名顾客到她店
里 吃 饭 ，70 多 元 错 付 成 7000 多
元，等她发现时，3 人已经走了。
目前，警方正在寻找该顾客，相关
人员看到报道后，可与局前街派出
所联系。

戚女士说，当天晚上 10 点多
钟，3 名客人到她店里吃面，一人点
了一碗面，吃完后，其中一人使用支

付宝付了款。“当时我也没有仔细
看，急着收拾桌子，收完后打开支付
宝，发现他竟然付了 7000 多元给
我。”戚女士说，发现不对后，她赶紧
走出面馆寻找顾客，但 3 人早已没
了踪影。

戚女士原本想用支付宝退回多
余餐费，但通过扫码付钱无法获知
对方信息，也无法添加对方为好友，
只显示付款人的头像及昵称。万般
无奈之下，戚女士只得报警求助。

（吴同品 孙渊）

70多元面钱错付成7000多元

面馆老板报警寻找顾客
本报讯 近日，消费者吴先生向

新北消协投诉，称他的爱车在高速公
路上出现故障后，被拖至新北区的一
家汽修厂维修。在维修过程中，汽修
厂不断说有新的问题出现，原先约定
的维修费也一变再变，吴先生因此怀
疑该汽修厂存在消费欺诈嫌疑。

接到投诉后，新北消协罗溪分会
当天到达汽修厂了解情况。据汽修
厂负责人介绍，当时根据吴先生描
述，故障现象是水箱漏水，按照经验，
汽修厂只会检测发动机，结果发现发
动机已烧坏，于是，汽修厂与吴先生
签 订 维 修 协 议 ，维 修 费 共 计 6000
元。但在维修中，汽修厂发现，变速
箱存在漏油情况，由于新的故障不在
维修协议范围内，汽修厂便又致电询
问吴先生是否需要维修变速箱并告
知报价。

新北消协工作人员查验维修协
议及维修单据后，根据现场调查情况
分析，认为汽修厂在第一次维修报价
之前，应该对车况进行全面询问并检
测，然后一次性做出维修报价。在维
修过程中再次报价，不仅让人怀疑汽
修厂的专业性，而且显示出维修价格
不明示、不透明，侵犯了消费者的知
情权和选择权。考虑到汽修厂同意
吴先生自己购买发动机更换的部分
配件，以减少维修发动机费用，而且
汽修厂尚未开始维修解决变速箱漏
油问题，没有产生维修成本。经过消
协再三调解，消费者同意向汽修厂支
付前期修理费 4600 元，汽修厂不再
维修变速箱。

新北消协提醒车主，应尽可能到
口碑较好的汽车维修商家维修车辆，
并请专业的维修人员对车辆故障进行
预先判断；在汽车修理过程中注意收
集、索取保存好相关证据；维修结束
后，仔细核对服务项目、配件价格、工
时费，并保存好维修单据。对于商家
提出的一些口头协议，尽量签订书面
维修合同，避免掉入一些汽车维修商
家的维修陷阱。

（庄奕 高峰）

约定爱车维修费
半途竟然被加价

本报讯 9 月 11 日清晨 5 点
多，薛埠镇夏宵村一中年妇女落
井 。 薛 埠 派 出 所 民 警 接 到 报 警
后，联合消防快速处置，成功救出
该女子。

据了解，该女子姓曹。其丈夫
称，妻子早上4点多就起床了，等他
5 点多起床时，发现妻子不见了。
他出门寻找，发现自家水井的井盖
没盖，走过去一看，妻子就在井里。
家属称，曹女士长期患抑郁症，这次

可能又是想不开了。家人也曾实施
过救援，但因没有装备未能成功，最
终报警。

等民警赶到时，抓着水井里管
子的曹女士并没有沉下去。由于井
口狭窄，一名身材较瘦的消防队员
系着安全带滑入井中，将安全绳绑
在曹女士的身上。经过 1 个多小时
的努力，将她成功救出。由于救助
及时，曹女士仅体表轻微划伤。

（吴同品 金公轩）

妇女落井
民警消防快速救援

本报讯 在许多车主眼里，驾车
出行有点磕磕碰碰在情理之中，但将
车放在 4S 店维护保养却发生了事
故，就让人啼笑皆非了。近日，车主
赵先生向新北消协投诉：爱车送至新
区一 4S 店维护保养期间，4S 店工作
人员为了检验保养效果，上路试驾，
不料途中出了交通事故，导致车辆保
险杠、右前轮受损，汽车表面有部分
油漆蹭刮伤。好好的一辆车变成了
事故车，赵先生难以接受，要求 4S 店
对车辆受损部位更换原厂配件，油漆
蹭刮伤处用原厂油漆修复。4S 店表
面答应，但实际维修中使用了“副厂
件”，赵先生对此极为不满，遂向新北
消协求助。

接到投诉后，新北消协薛家分会
工作人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经查
证，赵先生所诉基本属实。那么，汽车
在4S店保养期间发生事故，责任该由
谁来承担？车主赵先生要求 4S 店使
用原厂配件是否合法呢？

消协工作人员依据《江苏省消
费 者 权 益 保 护 条 例》第 九 条“ 经 营
者 应 当 保 证 其 提 供 的 商 品、服 务、
设施和场所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
全的要求”的规定来分析，4S 店未
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理应对发生
交通事故造成的汽车损失负全责，
使用原厂配件和油漆是为了修复后
的 汽 车 更 能 保 障 人 身、财 产 安 全 ，
赵先生要求合理合法。经消协再三

调解，4S 店同意按赵先生的要求重新
修复汽车。

新北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汽车
在 4S 店维保或是维修期间，4S 店对车
辆都负有保管责任，车辆给付是保管
合同成立的要件。在保管合同履行期
间，车辆在保管人 4S 店的控制下，4S
店对车辆要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如
果 4S 店对车辆的保管是有偿的，车辆
在保管期间发生损毁、灭失，对于因此
造成的损失，保管人 4S 店要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车辆的损毁、灭失由第三人
造成的，则 4S 店仍然要直接对寄存人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担后可向第
三人追偿。

（郑红军 庄奕）

保养“试车”出车祸，谁担责？

本报讯 9月9日，多家幼儿园联
合江苏国铧教育、汇众社义工协会，在
我市某商场组织了一场“儿童情商乐
园防丢失”公益活动。结果，半小时
内，22 个孩子就被“骗”走 16 个，其中
两个孩子被“骗”走两次，让人惊出一
身冷汗。

参加这次“防丢失”活动的孩子年
龄在 3—6 岁，由家长带入游乐场。5
分钟后，家长借故离开，5 名汇众社义
工扮演“人贩子”到场进行诱骗。

“宝贝，阿姨带你去找妈妈好吗？”
“ 小 朋 友 ，我 们 一 起 去 买 巧 克 力
吧！”⋯⋯半个小时左右，“人贩子”就
成功“骗”走16个孩子。

汇众社义工介绍说：“今天我们还
只是用较温和的语言欺骗方式，要真
的人贩子，手段肯定会更加残忍多
变。”

一位“丢失”孩子的家长心有余悸
地说：“其实我们在家里经常跟孩子讲
不要跟陌生人走，没想到孩子这么不

经骗，看来不能光说，还要多多体验。”
江苏国铧教育的心理咨询师告诉

记者：“说教和体验是不一样的传递方
式，不管家长如何让孩子不吃陌生人东
西、不跟陌生人走、不和陌生人说话，但
孩子的世界里没有被骗的意识，所以家
长千万不要太自信于自己的孩子，应该
增强‘防丢失’教育，培养提高孩子的防

‘骗’能力，最主要的要加强对孩子的监
管保护。”

（刘建平 芮伟芬）

一场“防丢失”公益活动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22个孩子，半小时被“骗”走16个

本报讯 微信群里抢红包，原本
是一种社交娱乐，但一些心术不正的
人却将抢红包作为敛财的工具，他们
组织上百人的微信群，为赌徒们开设
了一场24小时不间断的“盛宴”。

今年 4 月至 7 月，犯罪嫌疑人董
某、周某、吴某等人在武进区洛阳、
礼嘉等地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利用
微 信 组 建“ 王 者 归 来 ”等 多 个 微 信
群，供玩家赌博并抽头渔利。据了
解 ，该 赌 博 群 有 7 名 股 东 ，以 每 天
500 元的高薪招聘多名涉案人员，分

别担任赌场管理员、财务、兑奖员、
发包手、点托包手、操作机器人软件
等职务。其中，“点托包手”负责用
多个微信号在群里假装赌客，营造
气氛，鼓动其他赌客参与赌博，“发
包手”专门负责在赌博群里发红包，

“兑奖员”则是在赌客拿到特殊点数
时，进行积分奖励。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每场赌局开
始时，赌客们先用现金兑换成积分，向
专门的微信号“上分”押注，随后，庄家
发出红包让大家抢，用抢到红包金额

的最后三位数字来计算，以斗牛的形式
进行翻倍，点数最小的人就输了，要再发
红包，以此循环。每把赌局都有近 100
人参与，3-4 分钟就能赌一把，且 24 小
时不间断，几乎每天都有二三十万元的
输赢，短短 80 多天，赌资金额高达 2000
多万元，董某等人抽头渔利数额累计
300万元以上。

近日，武进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赌
博罪对董某、周某、吴某等8名犯罪嫌疑
人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中。

（童华岗 夏丹）

微信群红包“斗牛” 群主渔利300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