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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5

“世界家庭医生日”专稿

家在新沙岛的张阿姨：他做我的家庭医生，我放心
大源蒋家村的蒋爱娣：医术精湛随叫随到，是我们的福气
湖源的老百姓：这个医生好热心，遇到她心情也会好起来

“我与家庭医生有个约定”
记者 徐丽亚

今天是第 7 个
“世界家庭医生日”
，
今年的主题是：
我与家庭医生有个约定。去年 11 月 15 日开始，
凡是参加富阳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户
籍居民，
都可以向所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请签约一位自己信得过的全科医生作为家庭医生，
第一时间得到疾病诊治和用药指导，
如需转诊还
能获得优先权。可以说，
2016 年，
是富阳家庭医生元年，
富阳的社区卫生正式迈入家庭医生时代。可以预见，
在不远的将来，
富阳也将实现让每
个家庭都拥有一个家庭医生的梦想。

新沙岛交通不便
做好居民
“健康守门人”
什么是不简单？把每一件简单的事情做
好就是不简单；什么是不平凡？把每一件平
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80 后小伙子黄宏
梁来自湖北，用一份“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
心被东洲街道新沙岛上居民称之为他们健康
的
“守门人”
。
进出小岛只能坐船，汛期来临随时可能
封航，最关键的是一个人的服务站，他守得住
寂寞耐得了孤单，这是小伙子的最大优点。
热情、微笑接诊每一位居民，受到岛上居民一
致好评是他交出的最美丽答卷。
一日，84 岁的独住老人楼大爷突发腹痛
难忍来就诊，通过问询，得知他一直患有胆囊
炎，再给他做检查时，发现腹肌紧张，胆囊压
痛明显，考虑胆囊炎急性发作，病情较重。儿
女不在身边，年龄又这么大，怎么办？黄宏梁
经电话和他女儿沟通后要求迅速在对面码头
接应同时拨打 120 救护车，而他亲自护送老人
到码头，看着老人被护送至救护车上后才离
开。由于送治及时，楼大爷病情化险为夷。
喻奶奶和董爷爷两口子都年近 90 岁，每
次来看病，都是老奶奶驼着背一手拄拐杖，一
手搀扶着患有帕金森病和脑梗的董爷爷一起
挪过来。他们家虽然离服务站只有 5 分钟步
行路程，却要花上近半小时才走到。每次黄

宏梁都会优先给他们就诊，然后叫他们休息
会，等忙好，护送他们安全到家。如此反复几
次，老人的儿女也被感动着，现在更关心老人
健康，只要有空，
都会陪去看病。
对慢性病患者提出的问题，他尽量通过
通俗易懂的比喻，让他们更清楚地知晓病情，
合理服药，对转诊病人后期电话或门诊追问
转诊后治疗情况一直是黄宏梁的工作原则。
张阿姨患糖尿病多年，签约之前随访次数很
少，口服降糖药物，血糖一直控制不佳，已出
现视网膜病变并发症。黄宏梁建议她停服口
服降糖药，以皮下注射胰岛素控制血糖及并
发症，并给她预约富阳一医院糖尿病专家，通
过转诊后张阿姨现在血糖控制理想，视线模
糊也明显好转。从那以后张阿姨逢人就说：
“他做我们的家庭医生，
我放心”
。
岛上交通不便，对签约居民提供个性化
服务尤为重要。郎奶奶是村里老寿星，今年
已 100 岁，前一阵跌倒导致全身多处关节痛，
卧床不起。黄医生上门给她测量血压，听诊
心肺，检查四肢活动情况，予以药物对症治疗
并 嘱 咐 家 属 细 心 看 护 ，交 代 陪 护 时 注 意 事
项。自此黄宏梁每周都会抽空去看看这位老
奶奶，他说，看着老人一天天好转，他比老人
还感到高兴。

家庭医生上门服务现场

病人健康无小事 健康是大事
主动请缨上门服务关爱患者

“一对一”
随叫随到的服务
把患者当家人 用爱心换患者安心
大源镇蒋家村是一个历史文化村，村子里
穿梭的人群里时不时会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她手拿听诊器、血压计、血糖仪，身上背着小型
药箱，东家走进西家走出，跟熟悉得像亲人般
得村民打招呼。她正是蒋家村的家庭医生
——陈燕儿。
蒋爱娣是一名高血压性心脏病患者，去年
在富阳一院住院治疗后，通过双向转诊到蒋家
村卫生服务站。陈燕儿接诊后经过一番思考，
给出了相应的对症治疗措施及药物治疗，并联
系了氧气站，
让家属租赁了一筒氧气。

一上门，蒋爱娣的家属热情地迎上来“陈
医师，真是辛苦你了！”
“没事，你们的健康就是
我的责任，你们能跟我签约，我倒是非常感谢
你们对我的认可。”陈燕儿一边说一边安装好
氧气筒，实施床边氧疗措施，并交代了氧气筒
的
“四防”要点。
“今天血压 150/86，收缩压稍微偏高点，多
吃一些清淡的饮食，菜里少搁点盐，盐吃多了，
对血压和心脏都不好。今天脸和脚踝的水肿
消退了不少，我开给你的药得按时服用，知道
了吗？”陈燕儿凑近蒋爱娣的耳朵旁大声地交

代着。
陈燕儿对蒋爱娣进行了半年的跟踪服务，
蒋爱娣的健康状况好了很多，血压和心衰的症
状得到有效控制，她和家属千恩万谢地说：
“陈
医师精湛的医技和随叫随到的服务，是我们老
百姓的福气啊！谢谢。”
陈燕儿不仅医德好，医术也高，对于慢性
病随访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更是做到了
专业细致，随时发现慢性病的发生率，及时提
供医疗服务和健康教育，真正做到让老百姓
“足不出户”就医，
“一对一”的模式问诊。

华平，是你们的家庭医生，以后有什么健康方
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找我……”这些话在一个下
午的签约工作中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声音慢慢
变得疲惫和沙哑。
不久前的一个深夜，在家休息的施华平被
一阵手机铃声吵醒了，电话显示是何务村的矽
肺病人，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家属急切的声音。
对于这个病人，施华平是一直比较关注的，几
十年的老病号，做了简单的交代以后，他立刻

联系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总值班和 120 调
度中心、富阳二院的急诊。等最后确定病人已
经送到医院、病情稳定的消息时，外面已经传
来了公鸡的打鸣声。
一个病人处理好了，但施华平的家庭医生
服务工作没有结束，他将会一直尽心尽力的继
续着，
还有繁忙的门诊和康复科的管理工作。

殊人群制定了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
老百姓对李灵的认可，还源于她强烈的工
作责任心和多年在基层工作的底蕴。目前居
住在湖源乡各村的以老年人居多，大多听力下
降、记忆力减退。所以，在诊室你总能听到李
灵对他们一遍遍的大声反复叮咛。上门随访
病人次数多了，她注意掌握每个老人的起居规
律，情愿自己多跑几次，也不影响老人们的休
息。如遇到没人应门，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
她会马上联系村委干部，
确保老人的安全。
李灵常说：
“家庭医生要服务好社区百姓，
就需要比其他专业的医生拥有更多的博爱之

心，去关心、爱护、引导百姓。”村里一位 80 多
岁的老奶奶，孤身独居，她了解了老奶奶的一
些生活爱好后，委托同村的好友帮助关注老奶
奶的安全及健康，并每个星期都会打电话或上
门去陪老奶奶说说话。
李灵把居民的健康看得比什么都重，心里
时刻牵挂着村民。她的全心付出获得了百姓
的好评，上到八九十岁的耄耋老人，下到七八
岁的顽皮孩童，都成了她的粉丝。一提起李
灵，老百姓总是笑眯眯地说：
“阿灵啊，就是那
个热心的医生，人很好的，遇到她，心情也会好
起来，
毛病也好了一半了！”

这两个最偏远的村，
我负责
扎根山区 工作上的
“全科王”
万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施华平医生十几
年来扎根山区，默默奉献、任劳任怨。2016 年
推出家庭医生签约工作，10 月份签约工作动
员大会上，主任的话刚说完，他就提出“方里和
何务这两个最偏远的村组成一个团队吧，我负
责签约工作……”
去年 11 月的一天下午，方里村委三楼偌
大的会议室里，最热闹的还是施华平的咨询台
前面，围满了前来咨询签约的老百姓。
“我叫施

卫生院改制时 他没有
“跳槽”
用一颗真诚的心为患者服务
在湖源，有一位普普通通的家庭医生叫李
灵，1990 年刚参加工作就面临湖源乡卫生院
改制，同事们纷纷“跳槽”，整个卫生院只剩下
她一人。她默默地肩负起了门诊、收费、配药、
注射等所有工作，一直坚守在岗位，在最基层
为老百姓服务至今。
2016 年全面推广家庭医生工作，她毅然
首先担任起家庭医生，用一颗真诚的心为每一
位患者和居民服务，把做一名优秀的家庭医生
作为工作的新目标。平日里，李灵除了完成对
签约对象的健康管理、预约挂号、转诊等常规
工作外，还针对辖区内残疾人、独居老人等特

产坞村是永昌镇最靠近临安
的一个小村，人口上百，却住着 2
个重性精神分裂病人。两名患者
每隔半个月就要打针，由于病人
极其不合作，家属根本无法送到
社区服务站打针，可给精神病人
打针却是有不小难度，真有点老
虎嘴里拔牙感觉。
陈春是青何团队队长，一听
是工作需要，他主动请缨，承担起
了为两位病人上门打针的任务。
青何服务站到产坞村有 3 公里路
程。3 年来，不管刮风下雨，只要
病人家属一个电话，陈医生就会
提前安排出诊时间，上门为两位
病人打针。
2015 年精防工作做了调整，
陈春主管慢性病，原本打针的任
务交接给杨佳伟医生。为做好交

接工作，开始几次打针都是两位
医生一起上门服务，平时随访也
格外关爱这两名患者。去年底家
庭医生开始签约，在征询监护人
同意基础上，按照政策为全镇符
合条件的精神残疾病人免费办理
了签约，杨佳伟还挨家挨户对跟
监护人做了政策宣传。同时经过
培训杨佳伟也拿到了精神卫生注
册资格证，成为一名既有全科资
格又有精神卫生资格的社区医
生。
“病人无小事，健康是大事”
一直是杨佳伟信奉的工作准则，
专业的知识让杨佳伟在管理精神
病人方面如鱼得水，产坞村的 2
名精神患者在家庭医生的悉心关
爱下，病情渐渐稳定，患者家属打
内心特别感激家庭医生。

我的战场是在社区站点
居民健康的
“守护神”
赵晓欢 2009 年浙江中医药
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富春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担任全科医生，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以来，她
更是把工作战场放在社区站点，
每天上班路上，她会跟社区大妈
大伯打招呼问候，一开门就已经
有一堆病人等着测血糖、配药，手
脚一边忙着嘴里还要一边不厌其
烦地叮嘱患者注意事项……
家庭医生服务是以信任为基
础，其服务体现的是对居民（患
者）的责任。老小区居民老龄化
严重，中风瘫痪在床的居民也很
多 ，这 就 需 要 家 庭 医 生 上 门 随
访。前不久，辖区居民陆阿姨急
匆匆地跑来找赵晓欢说，家里瘫
痪在床的老伴葛师傅从床上摔下
来头上出血受伤了。赵晓欢放下
手里的活马上就去她家帮葛师傅
头上的外伤做了消毒处理，告诉
陆阿姨之后应该注意的事项。经

过一周的上门换药，葛师傅的外
伤明显好转，陆阿姨握着赵晓欢
的手噙着泪花说：
“ 赵医师，还好
有你，不然我们家老头我都不知
道该怎么办。”
还有一次，社区居民跑到卫
生服务站点喊：
“ 医生，医生，快
点！下面公园里有个老头晕倒
了。”赵晓欢和护士迅速拿上吸氧
袋和血糖仪血压计跑到公园，一
看是平常在随访的签约病人华师
傅，她就一边拨打 120 急救电话
告知华师傅病史和服药情况，一
边和护士进行抢救。在胸外按压
和吸氧后，华师傅生命体征稍有
好转，赵晓欢马上让护士查出他
家里电话告知其子女，在 120 急
救车赶到之前华师傅女儿就急匆
匆赶到了，一起跟车去了医院。
两个月后华师傅跑到站点感慨
道：
“ 小赵医生啊，还好你抢救及
时，
不然我这老命不保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