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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月社区居民汪先生想夸一夸徐晓艳医生

虽然早已经调离临床一线
还是坚持每周为患者看病
记者 周晓露 实习记者 李思思 实习生 喻唯一

近日，秋月社区居民汪师傅向本报反映，秋月社区
卫生服务站的家庭签约医生徐晓艳工作很负责，虽然已
经调到了行政岗位，
但还坚持每周给社区老人看病。
汪师傅说，他是去年 3 月份结识徐晓艳的。
“我当时
正在吃高血压药，但换了好几种药，血压都降不下来。
徐医生知道后，一直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有次她去杭
州培训，还特意把我的病情跟专家进行了交流，让专家
帮忙看一看。”汪师傅还说，徐晓艳到现在还定期打电话
给他，询问他的身体状况。
“徐医生真的是个负责的好医
生，
所以我想让你们记者给报道报道。”

“我一直认为自己首先
是一名医生”
记者联系上了汪师傅口中的徐医
生——富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
主任徐晓艳，她原来是秋月社区卫生服
务站站长。
8 月 8 日，星期三，是徐晓艳每周来
秋月社区卫生服务站坐诊的日子。上
午 9 点，秋月社区卫生服务站里已经有
八九个居民在排队等候。
“大伯，你要挂的专家号已经没有
了。如果一定要挂专家号，你只能下周
过来。”预约挂号的大伯是徐晓艳的一
个签约患者。大伯听了徐晓艳的话后
很失落，又重复问了徐晓艳好几遍“没
有号了呀，专家门诊？”
面对上了年岁的大伯，徐晓艳只能
低头凑近大伯，一遍又一遍重复回答，
“对，专家号没有了”。为缓解老人的焦
急，她又说：
“大伯，你看这样好不好，下

周我不在，我怕到时候你忘了。我现在
就给你联系一下那边的负责医生，下周
你就只要记得打个电话就好了。”联系
过对方的医生后，徐晓艳还特意给大伯
写了一张纸条，反复叮嘱大伯下周一定
要记得打这个电话。
来找徐晓艳的大多是已经退休的
老人。
“ 大伯，你药吃完了吗？要开几
盒？”
“ 血压正常的，血糖怎么样？”
“要
挂哪一天的号子？”量血压、预约挂号、
慢病咨询，徐晓艳一天需要重复无数
次。
记者了解到，其实，徐晓艳现在每
周三的坐诊完全是她自己要求的。
早在 2017 年 8 月，徐晓艳就被调离
临床一线岗位，升为富春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副主任，也就是说，徐晓艳已
经不需要再接手秋月社区卫生服务站
的工作了。但是调职之前，徐晓艳已经
作为家庭签约医生签约了一批社区居
民。

徐晓艳原本只需要将签约的患者
转交给其他负责人，专心从事行政工作
便可。但是因为心里有牵挂，她仍然坚
持要求每周三去秋月社区卫生服务站
坐诊。
“ 我一直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医
生。因为我是签约患者的家庭签约医
生，我不能就这样放下他们，我需要对
他们负责。
”

坐 诊 多 年 ，和 许 多 老 人
已经成为朋友
采访期间，记者还遇到了徐晓艳
的“老熟人”戚大伯。戚大伯今年 75 岁
了 ，一 提 到 徐 晓 艳 ，他 就 竖 起 来 大 拇
指，直夸她不仅人漂亮，态度好，技术
更好！
戚大伯说：
“我有糖尿病，我老伴儿
有糖尿病和高血压。徐医生以前在这
里的时候，我和老伴儿天天都过来找徐
医生，就是聊聊天也是好的。现在徐医

生只有周三在了，我们就每周三过来。
我们就跟着徐医生。
”
坐诊的这些年，徐晓艳和不少患者
都变成了朋友。
“其实在秋月社区服务站点这么多
年，我跟很多居民都已经像亲人一样
了。每次走在大街上，都有人跟我打招
呼，说徐医生好。我每次都觉得很温
暖。”说着，徐晓艳还拿出手机，翻出一
位签约大伯的微信，
“你看，还有这个大
伯，他每天早上都坚持在微信上给我发
早安问候。昨天立秋，还特意祝我立秋
快乐”
。
徐晓艳告诉记者，现在她和所有的
签约患者都有专门的短信联络平台。
“我如果有事情周三不在秋月社区站
点，我都会发信息通知他们。不然，很
多老人就会白跑一趟。
”
徐晓艳表示，等她完全熟悉新的岗
位后，还将延长坐诊时间。她笑着说，
“毕竟我是一名医生！
”

被蛇咬伤，
“00 后”
小伙为何不肯就医？
背后的原因让人唏嘘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何元
平）小川（化名）和小伙伴方子（化名）一
大早就起床了，无事可做，便在东洲沿
江一带晃悠。没想到，草丛里窜出一条
蛇，在小川腿上咬了口，没等他反应过
来，蛇已经溜走了。被蛇咬伤，严重的
可能致命，不过这个“00 后”小伙却不肯
去医院，背后的原因叫人心酸。
小川是四川人，2002 年出生，两个
月前，他初中毕业，选择了来山明水秀
的富阳打工。虽然学习成绩一般，
《与
朱元思书》的“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
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他还是有一
点印象的。到了富阳后，他和小伙伴方

子住在东洲的鸡笼山村，想等安定下来
后再慢慢找工作。
“慢慢找工作”，其实大有文章，像
小川这样的未成年人（16 周岁），一般的
厂是不敢招收的，小川屡屡碰壁。有些
小厂倒是招学徒工，但小川觉得工资太
低，养不活自己。一来二去的，工作的
事情就耽搁下来。
工作虽然找不到，富阳这么美的地
方，却不能不去游玩。鸡笼山村本就风
景优美，两个小伙伴将黄公望附近走了
个遍。接着，他们又去了沿江一带，于
是，文章开头说的那件事就发生了。
“要不要去医院？”
“ 不用的，小伤，

没事。”小川看着那个隐隐作痛的小伤
口，心中纠结，但是一摸口袋，囊中羞
涩，就打消了去医院的念头。说起来，
出来这些日子，没有工作，小川从家里
带出来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小川知道被蛇咬不是小事，也很担
心，不过起初的几个小时，他发现没有
别的状况，就放下心来。直到晚饭时，
他发现不对劲，伤口肿起来了，加上小
伙伴的劝说，小川才考虑去区第一人民
医院。
8 月 7 日傍晚，城西派出所接到一
院求助报警，病人小川因被蛇咬伤，需
注射血清，
而注射血清需家属签字。

“小伙子，被蛇咬伤可不是闹着玩
的，得早治呀！必须联系你家属的。”看
着眼前这个面容清瘦的小伙子，无论袁
年勇医生怎么劝说，他就是不愿联系家
属。无奈之下，医生只能向警方求助。
民警孙群安赶到医院，在他的耐心沟通
下，小川说出了不愿联系家人的原因：
一方面他因为没钱交话费，手机停机
了；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工作，心里惭愧，
怕父母担心，不敢联系父母，也不敢让
远在老家的父母打电话联系自己。
最终孙群安说服了小川，要到了他
父亲的电话号码，目前小川还正在住院
观察。

烧烤大叔血汗钱没了
一查多年朋友下的手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裘科慧）前段
时间，新登一位卖羊肉串的大叔神色紧张地跑
进派出所报警，说卖串攒了大半年的一笔钱竟
无缘无故不见了，
连交易记录都没有。
“我银行卡里的钱无缘无故少了 3 万元左
右。我平时靠摆烧烤摊卖羊肉串为生，外出赚
点钱不容易，好不容易攒了一笔钱，今天要不是
去取钱汇款，还不知道卡上的钱大部分都没
了。这段时间我没有大笔花销，也没有给别人
转账过，我自己都不知道钱去了哪了。”大叔向
民警解释。
烧烤大叔，快到知天命的年纪了，在新登多
年，平时在新登城东摆烧烤摊，性格爽朗，为人
慷慨，与周围的人打成一片，经常来吃烧烤的老
朋友很多。近期大叔的家人回了老家，他一个
人开支小，
攒点钱就汇回老家。
通过银行查询，民警发现这些钱是从银行
卡转到大叔自己微信里的，查看微信却没有发
现可疑的交易记录。钱不可能无缘无故消失，
肯定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经过一番调查，民警查明资金是通过微信
转到了另一个账户，微信里没有交易记录，这只
能说明是有人将记录删掉了。
“要么是大叔自己
做的，要么就是他身边亲密的人做的。”民警分
析。
经过后续的询问，警方获悉，大叔有一个认
识多年的庞姓朋友，经常向他借个五百、一千
的，过不了几天就还。由于太熟悉了，有时候庞
某来借钱，忙着做生意的大叔就告诉了庞某手
机密码和支付密码，让庞某自己操作。这个情
况与民警通过资金查询获得的信息很符合，于
是嫌疑人的身份浮出了水面。
庞某，40 余岁，新登人。8 月 2 日，民警在庞
某家中将其抓获。到案后，庞某如实交代了事
情经过：由于欠了外债，4 月份要急着归还，没
有钱的他就动起了邪念，利用大叔的信任，趁大
叔忙着做生意时，拿着大叔手机，将卡里的钱通
过微信转账到自己的微信上，再把所有的交易
记录删除。第一次成功了没有被发现，接着就
第二次、第三次……直到大叔卡里只剩下几百
元。
目前，庞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调查之中。

“塑料兄弟”
争付餐费
却谁也不肯掏钱出来
本报讯（通讯员 何元平 记者 张柳静）前几
天，在城区一家饭店里，看着餐桌旁的 3 名顾
客，
老板童先生哭笑不得，
最终决定报警。
这家饭店位置不错，靠近富阳一院，平时客
流量大，
人来人往。
顾某等 3 人在午饭饭点走进来的。顾某豪
气地叫了酒菜，不便宜，酒菜一上，顾某与叶某、
贾某就开动了。3 个人看起来关系不错，喝着
喝着，
“兄弟好呀，来杯酒啊”都喊上了，又讲些
往事，
吹吹牛，
都很兴奋。
其间，他们加酒加菜，叫唤了老板几次，所
以老板对他们更加上心了。
不久之后，老板看到点菜的顾某扛不住，喝
醉了，趴在桌上就睡了，但这并不影响叶某和贾
某两人继续喝酒吹牛，一直到下午 3 点钟，顾某
还没醒来。叶贾两人看时间太晚，不好意思再
待着，
准备离开。
“我来付，
我来付。
”
“不不不，
我付。
”
“我付么好了。
”
“是不是兄弟，
是兄弟就我付。”
两人看到顾某睡着了，就推来推去，推了近
半个小时，
硬是不掏出钱来。
下午 3 点半，
老板无奈之下，选择了报警。
城西派出所民警陈伟钧赶到现场。了解到
是顾某请客，于是将其带回所，等顾某酒醒，最
终由他支付了 300 多元餐费。
老板向民警表示感谢，
顾某等人连连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