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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1+6”新模式 提升百姓健康素养

杭州市一医院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助力富阳二院医共体建设
简讯
区卫健局

乒乓球队九运会上获佳绩

本报讯（通讯员 陆利飞）日前，富阳区第九届全
民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在体育中心举行，来自全区乡
镇（街道）、机关、企业的 52 支代表队 300 多名运动员
参加角逐。其中，区卫健局男子、女子乒乓球队参加
了 7 月 23 日—27 日机关组的比赛。
比赛过程精彩迭出，场场扣人心弦。面对高手
如云的激烈比赛，卫健局的男运动员挥洒自如、游刃

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章宇文 李洁

有余，女运动员智勇双全、每球必争。攻守进退、推
为切实加快医联体、医共体建设步伐，有效推进分级诊疗，建立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切实做实做细医

挡削拉在乒乓球的跳跃间激情上演，巧妙的回球、勇

联体、医共体，为了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大医院的医疗服务，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8 月 3 日，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集团携手富阳区第二人民医

猛的扣球不时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和喝彩声。跌

院（杭州市一医院富阳院区），到渌渚镇社区服务中心（区二院医共体渌渚分院）开展大型专家义诊、健康宣教活动。

宕的场面，娴熟的球技，充分展示了卫健人团结合

2018 年 11 月 6 日，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与富阳区人民政府正式签订第二轮合作协议，全面托管富阳二院，通过“1+1+6”医疗合作新模式，即“市一

作、拼搏进取的风采。

医院+富阳分院+6 家社卫中心”服务链，打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县级医院——城市三甲医院”的无缝隙诊治流程，进一步提高基层医院整体医疗水

最终，富阳区卫健局获得机关组女子团体第一

平，促进区域医疗资源均衡化。市一医院集团在推进医共体改革工作中有效整合区、镇医疗卫生资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推进人才、资源重心下移

名，机关组男子团体第七名。单打方面，方晓丽获得

和服务关口前移，努力创建医联体、医共体“市一模式”。

机关组女子单打第二名，夏冰获得机关组男子单打
第三名，
顾晓翔获得机关组男子单打第七名。
“九运会给乒乓球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
切磋球技和展示自我的良好平台，也活跃了干部职

市一专家齐聚渌渚，
附近老百姓慕名而来
此次义诊“大咖”云集，市一医院副院长、血
液内科主任医师钱申贤，市一医院富阳院区院
长、普外科科主任金慧成，内分泌科科主任马丽
珍，血管外科科主任方欣，呼吸内科科主任王利
民，胃肠肛外科主任医师应荣超，放射科副主任
杨斌，心电功能科主任刘星，超声影像科主任医
师黄安茜，护理部主任李益民、急诊科护士长沈
小玲、大内科护士长金建芬等护理团队多位专
家,及区二院妇产科主任凌华萍、皮肤科主任汤
连君，为富阳渌渚地区的患者进行义诊，为他们
带去来自市级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
当天上午 8 点，渌渚镇六渚村 78 岁的王奶
奶和 84 岁的李奶奶，结伴来到渌渚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而此时，杭州市一专家也正好到达，
比原定义诊时间提早了半个小时。两位老人也

不知看哪个科室，她们见哪儿空着便坐下了。
随后，王奶奶指着左手说：
“ 医生，我这个手 20
多年前砍柴时摔断过，这段时间感觉有些不对
劲。”李奶奶接过茬又说，自己右手手臂前几年
摔伤过，现在这块肌肉有些时候有痛感。医生

工和群众的业余文体生活，营造出和谐向上的全民
帮她们检查了一番，表示没什么大碍，注意平时
少提重物，
“不用过度担心。”
两位老人点了点头，又走向其他医生，量量
血压、测测血糖。
“我们两个人身体还算好，早上
也是自己走路来的，就是有点小病小痛，现在人
家杭州来的医生都说没事情，我们也就放心
了。
”
王奶奶说。
怀着与两位老人一样的想法，为了图个放
心，48 岁的孙阿姨因为前段时间体检查出肾脏
中有 0.7 公分的息肉，医生建议她要定期体检，
于是就骑了 20 多分钟的电瓶车过来就诊了。
“我前一天来中心做 B 超，医生说今天有杭州的
专家来义诊，可以让杭州专家查一查。”结果让
她很开心，
“ 杭州专家说我没有息肉，这样我就
彻底放心了，
不然心里总有个疙瘩。”

运动健身氛围。
”区卫健局相关负责人说。

区疾控中心

用青春的誓言擦亮
“青年文明号”

发现病情严重的患者，当场做好治疗安排
上午8点30分左右，
一名41岁的男子带着一
叠检查资料坐到了市一医院副院长、
血液内科主
任医师钱申贤面前。见到眼前的男子形体消瘦、
面色憔悴，
钱申贤担心这名男子的病情可能不轻。
“你哪里不舒服？”钱医师问道。男子轻声
回答说，他在单位职工体检中，查出了肺里有多

个淋巴肿大，而且胰头后面有个 4 公分的囊肿，
“50 来天的时间，我一下瘦了六七斤，不知道是
不是恶性的。
”男子叹了口气。
钱申贤仔细查看了男子所有的检查报告
单，又结合男子的自我叙述，当即给男子写了一
张条子，
“请下周一到市一血液科找某某医生”。

男子离开后，钱申贤告诉记者，无缘无故地
短时间瘦下来说明情况不妙，所以要他第一时
间再做进一步检查，方便及早制定治疗方案。
“像这种病情严重的患者，我们一旦在义诊中发
现，就可以当场帮他明确找什么科室哪个医生，
不用自己再转来转去浪费时间。”

敷，用毛巾裹住冰袋敷在受伤处，受伤 24 到 48
小时后，
当肿胀不再加重，
才可以开始热敷。”
用 牙 膏 、酱 油 涂 抹 烫 伤 处 又 是 另 一 大 误
区。沈小玲告诉大家，烫伤有 5 个要点：一冲二
脱三泡四盖五送。先是要将伤处冲水或是浸于
水中，直到不痛为止；再除去伤处的衣物或饰
品，若是被黏住，不可硬脱，可用剪刀小心剪开；
之后将伤处浸泡水中；再用干净纱布轻轻盖住
烧伤部位，如果皮肤起水泡，不要任意刺破；最
后是送医院，避免用有色药物（碘酊、龙胆紫）涂
抹创面，也避免用酱油、牙膏、蜜糖涂抹伤口等

杭州市委授予“2018 年度杭州市卫生健康系统市级
青年文明号”
荣誉称号。
青年文明号是以青年为主体，在生产、经营、管

开展夏季意外急症处理讲座，提升村民急救与护理能力
“手或者脚摔伤了，能不能立即去揉搓？”这
是义诊专家团队沈小玲在夏季意外急诊处理讲
座上提出的问题，台下坐着的三四十人中，有四
五个人回答说“可以”。沈小玲随后解释道，其
实要先查看是否出现骨折，万一已经骨折了，自
己或是旁人还在伤处不停揉搓，反而会加重病
情。
刚找医生看过左手的王奶奶恍然大悟，
“怪
不得，我的左手有点歪了，当年摔伤后我就开始
不停地搓。”不仅不能盲目揉搓，沈小玲说，
“还
要分清冰敷与热敷，扭伤的 24 小时内要用冰

本报讯（通讯员 方翔 徐杰 ）近日，根据杭卫发
（2019）77 号文件，富阳区疾控中心检验科，被共青团

理和服务中创建的体现高度职业文明，创造一流工
土方法，
以免增加伤口处理难度。
针对溺水、中暑、犬伤、毒虫咬伤、脚扭伤等
一些夏季常见的意外急症，沈小玲做了如何做
好现场急救的讲解，使村民懂得一些急救与护
理的基本知识，万一日后当身边有人发生意外
时，
能有条不紊、分秒必争地加以救治与护理。
此外，现场还为患者提供心电图、B 超、骨
密度、血压、血糖等检查、健康咨询、指导用药、
健康宣教等医疗服务，并分发由市一医院主编
的《健康教育画板汇编》及相关健康书籍，希望
能够提高村民的健康意识。

作成绩的青年集体、青年岗位和青年工程。
富阳区疾控中心检验科成立于 2001 年 6 月，前
身为富阳卫生防疫站，主要致力于全区传染病、食品
风险污染物、生活饮用水、地方病、寄生虫病、职业卫
生、公共场所、医疗和卫生产品等监测检验，在完成
政府部门计划性、指令性任务的同时，还承担大型会
议保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征兵体检等相关检验
工作任务。近几年，在区委区政府、区卫健局的高度
重视下，检验检测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巩固与发展，已
成为区域内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重要技术支撑，是
富阳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染病疫情处置的“眼
睛”
。

义诊不在于看了几位病人，
而是宣传先进的健康理念
金慧成是市一医院富阳院区的院长，义诊
当天刚好是他来富阳的第 8 个月。他说，2018
年以来，杭州市一集团全面启动“百名专家进社
区，百场科普送百姓”健康管理专项行动，
“其
实，义诊的目的不在于看了几位病人，关键是要
借助义诊形式向大家宣传先进的健康理念。”
上午 8 点至 10 点，金慧成大约看了 10 位病
人，其中以 50-70 岁的中老年人为主，咨询的大
多是一些常见病与多发病。正确解读体检报
告、提早排除隐患是金慧成反复向病人强调的，
譬如有位 48 岁的女性，她表示常常出现胃胀的
情况，金慧成建议她去做个胃镜，查看一下是否
存在问题。
“相关国家强制规定 43 周岁以上的人
群必须要做胃肠镜检查，这就是早癌筛查。发
现及时，既能节省医疗成本，又能取得较好的治

疗效果。胃肠镜作为常规体检项目很有必要。”
金慧成表示，市一医院集团将会继续做细
做实医联体、医共体，构建县域医疗卫生服务新

2018 年度杭州市卫生健康系统市级青年文明号
体系，建立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
体、服务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的“五维共同体”，
共同探索更高层次、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管理
服务，助力“健康杭州”建设。
“ 我们的目的就是
要为群众提供综合、连续、协同的医疗卫生服
务，让老百姓的健康意识强起来，不断提升他们
的健康素养。
”
据了解，2019 年 1 至 6 月，市一医院共向区
二院下派专家 700 余人次，管理人员 6 人，指导
Ⅲ类以上手术 60 余例，指导微创手术 40 余例；
在区二院开展全院性业务讲座 2 次；区二院医务
人员到市一医院进修达 4 人次。区二院业务水
平提升明显，今年 1 至 6 月，出院人次同比增长
41.22%，床位使用率同比增长 5.66%，手术例数
同比增长 33.67%。

创建工作，由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共青团杭州
市委联合组织，从资料审查、汇报演讲两大方面进行
严格评审，来自全市卫健系统的近 60 个创建集体参
与评选。竞标评审会上，我区疾控中心汇报者采用
图文并茂的形式，从团队介绍、成立背景、服务展示、
亮点创新等四个方面进行演讲，得到了评委们的高
度肯定。
多年来，富阳区疾控中心团员青年们立足岗位，
创先争优，以“青年文明号”创建活动为载体，不断丰
富创建内涵，提升服务品质，积极助推“最多跑一次”
改革，不忘卫生防疫初心，牢记疾病控制使命，用青
春的誓言，扎实的行动，擦亮“青年文明号”。截至目
前，
中心已成功创建杭州市级青年文明号 3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