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纾解就诊压力

“这边比老院区安静多了，离家
又近。”家住南昌市红谷滩区的廖先
生在南昌大学二附院做了肿瘤切除
手术后，从东湖院区转入红角洲院
区。一比较，他发现差别可不小，住
院环境更舒适，就医体验也有了很大
的提升。

同样是接受手术治疗正在住院
康复的胡先生也有这样的感觉：“新
院区做检查很方便，不用排队。”

南昌大学二附院红角洲院区正
式开业一年多，每天门诊量约3000人
次。儿童眼科、儿内科（儿童生长发
育中心）、甲状腺外科（甲状腺诊治中
心）等特设科室（住院部）整体搬迁至
新院区，床位充足，有效缓解了老院
区门诊及住院压力。7月6日，记者在
红角洲院区看到，医生诊室门口排长
队候诊的现象不见了，医生叫号井井
有条，患者等待时间大大缩短。

画面切换至江西省人民医院红谷
滩院区，宽敞的大厅摆放了众多自助
功能一体机，患者正在进行个人信息
查询、办理自主建卡（补卡）、住院预交
费用充值、自助出入院办理等业务。

值得一提的是，为方便老年患者
使用自动化设备，大厅专门摆放了数
台适合老年人使用的自助机，自助机
旁还有专门的引导员指导患者进行
操作。一名引导员称，每天来看病的
人比较多，如果都去门诊挂号和结算
窗口办业务，排队等候时间会长达几
十分钟。如今新院区配备了几十台
自助机，让窗口排队等候的人少了很
多，节约了患者的看病时间，提升了
服务效率。

据了解，今年1月1日至6月1日，
省人民医院新院区专家挂号5万余人
次；同期老院区专家挂号 4.7 万人
次。“从数据上看，新院区承担了该医
院服务患者的一半功能，纾解了老院
区看病扎堆的问题。”省人民医院相
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而 我 省 三 甲 医 院 的“ 老 大
哥”——南昌大学一附院更是形成了

“一院三区”（东湖院区、高新院区、象
湖院区）。南大一附院医技处处长伍
姗姗认为，去年4月20日，象湖院区投
入使用，仅一年时间病床使用率就达
到 80%以上，改变了原来东湖院区人
满为患，看病一号难求、住院一床难
求的现象。同时，她认为新院区的建
设，推动了新技术的应用，并加强了
专科核心技术医疗诊断，更好地满足
了群众更高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

合理配置资源

对于各大医院建设新院区，东湖
区卫健委有关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
第一句话就是——“松绑了”。他举
例说，东湖区的阳明东路、阳明路、八
一大道，聚集了南大一附院、省儿童
医院、省人民医院、省妇幼保健院、南
大二附院，几乎囊括了省直三甲医
院，医疗资源的分配与整个城市新的
发展布局明显不协调。

的确如此，在各三甲医院还未
“迈开腿”走出去之前，医疗机构布局
冷热不均。当时的南昌高新区、朝阳
新城、红谷滩区、经开区等区域都无
综合型三级医院，而地处南昌中心城

区的东湖区则聚集了众多三甲医院，
因为医院占地小，大多在“螺蛳壳里
做道场”，难以满足城市的发展和市
民就医需求。

三甲医院空间分布不合理，也加
剧了南昌中心城区人口密集、交通拥
堵、环境压力大等社会问题的承压。

“南昌作为省会城市，拥有的三
甲医院从数量上来讲比较多，但过于
拥挤使得其无法施展拳脚，因此要合
理引导‘走出去’发展，同时这也是满
足群众对优质医疗服务的要求。”省
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说。

2014 年 11 月 30 日，南昌大学二
附院红角洲院区正式开工，此后省人
民医院、省妇幼保健院、省儿童医院、
南大一附院等新院区相继开工建
设。结合省直医院的分布特点，南昌
市按照区域规划，逐步构建老牌的三
甲医院新布局，促进新老城区医疗机
构均衡配置。

时至今日，省直各大医院建设新
院区的脚步并没有停歇，去年12月25
日，江西省胸科医院与新建区人民政
府签订了《江西省第三人民医院搬迁
事项框架协议》，同时与南昌市自然
资源局新建分局签订了《土地置换协
议》，这标志着该院在南昌市九望新
城新院区建设中迈出了实质性的一
步。省肿瘤医院也正在谋划“走出”
北京东路，到新城区谋求发展。

“有多重因素促使这些省内塔尖
的医院建设新院区。”有专家分析，首
先是人口老龄化严重，老龄人口是医
疗需求最多的群体，也是消耗医疗资
源较多的群体。比如南大一附院象
湖院区设置了“老年人一站式诊疗中
心”，让老年人在诊区内就能享受到
多学科的就医服务。如果不建新院
区，这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专家进一步分析，处于区域中心
位置的三甲医院，缺乏相似水平的分
担收容压力，可以通过主动扩张增加
床位，在医疗市场中争取更多份额。
还有就是公立医院选择全面增加容
纳量、改善环境、购置仪器设备、引进
高端人才等方法来增加医院实力，增
强竞争效应，提升医院形象，塑造医
院品牌。

积极参与分级诊疗

7月5日，星期一。省妇幼保健院
九龙湖院区各个科室门诊外的等候
区内几乎坐满了人，前来检查的病患
络绎不绝。正在陪妻子候诊的曲先
生说：“在九龙湖院区做产检，虽然人
比较多，但是比起老院区，感觉排队

的人少了三分之二。”
曲先生家住青山湖区罗家镇，在

他家附近就有三甲医院，也设有妇产
科。之所以舍近求远，开车一个多小
时来省妇幼保健院九龙湖院区做产
检，他直言“省妇保更专业”。

在地铁 2 号线龙岗站 1 号出口
处，有许多推着行李箱的人进出九龙
湖院区。刚做完检查，家在高安的刘
女士提着一个小行李箱正往地铁站
内赶，她告诉记者，她一大早从高安
坐动车到西客站，再转乘地铁来到九
龙湖院区。“现在才11点多，就做完了
各项常规检查，我还可以赶回家里吃
午饭呢。”刘女士说，“和以前到八一
广场老院区相比，现在到九龙湖院区
方便多了。”

在省城其他大医院新院区，常常
看到像曲先生、刘女士这样“舍弃”家
门口的三甲医院，选择到更远的医院
就医。他们认为自己选择的医院医
疗技术水平更好，正是有这样的想
法，造成省城大医院扎堆，看病难。

对此，专家表示，各大医院扩大
规模这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的一条路，
但是会遭遇医疗人才瓶颈。避免扎
堆来大医院看病，还需要他们积极参
与分级诊疗。目前，我省分级诊疗还
有待加强。

早在 2017年 1月 14日，南昌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与南昌县人民医院组
建医疗联合体举行了签约授牌仪式，
这也意味着全省首个“紧密型医疗联

合体”正式成立。
作为“联合体”的核心医院，南大

二附院发挥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疗资
源的最大效能，采取技术帮扶、人才
培养、巡回医疗、双向转诊、分级诊疗
等方式与南昌县人民医院开展全方
位合作，最大限度地优化医疗卫生资
源配置，为辖区人民群众提供了优质
便捷的医疗服务。

“南大二附院的专家多次来医院
给患者做高难度手术，还通过分级诊
疗云平台，解决了许多患者的疑难杂
症。”南昌县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说，
通过与南大二附属医院建立紧密型
医联体，让县域内的患者可以在家门
口享有更好的医疗技术服务，为分级
诊疗打通了路径，夯实了基础。

2016 年 12 月成立的江西省儿童
医疗联盟，已有成员单位 21家、协作
医院64家。通过联盟探索建立“基层
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
的分级诊疗模式。省儿童医院相关负
责人介绍：“江西省儿童医疗联盟在分
级诊疗方面已初显成效，已初步形成
了普通常见病不出社区，疑难病才到
大医院诊治的就医新格局。”

上述相关负责人说，分级诊疗也
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的重要一招，通过
分级诊疗可以把优质的医疗资源和
专家经验下沉，提升基层医生的专业
水平和患者对基层医生的信任度，改
善就医体验，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
溺水死亡的孩子大多是农村孩
子。进一步调查显示，如今，许多
农村地区八成以上的孩子不会游
泳。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现在城市
孩子会游泳的比例大大提高。一
名老教师告诉笔者，二三十年前，
很多农村孩子都是“弄潮儿”，城里
孩子则大多是“旱鸭子”，现在情况
却反了过来。这一现象折射的是，
农村地区游泳场所基础设施投入
不足的问题。

近年来，为了防溺水，相关部
门严防死守。虽然在很大程度上
减少了事故发生，但也让许多农村
孩子“无水可游”。对于学生游泳，

“学校不让、父母不准、老师不教”，
导致的结果是“学生不会”。

如今，许多城市游泳池越建越
多，条件越来越好，城市家长对孩
子游泳技能的培养也越来越重
视。但是在农村，一没场所，二没
教练，三不重视，农村孩子又如何
能学会游泳？！农村孩子暑期生活
相对枯燥，农村的山塘河流又多，
许多孩子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一

个疏忽，这些不会游泳的孩子结伴
偷偷去玩水，很可能酿成大悲剧。

其实，防溺水的一个好办法就
是学会游泳。笔者在农村长大，小
时候每到夏天，几乎天天和小伙伴
在村前的河里游泳。记得小时候
学游泳，大人先托着后背，突然一
松手，小孩失去依托，拼命划水和
打水，呛了几口水，终于浮起来了，
就这样在呛水中学会游泳。相对
那个时候“野蛮”的培训方式，现在
学习游泳的辅助工具更多，也更科
学，学起来会更容易一些，关键是
要给孩子们提供一个能游的场所。

在日常生活中，农村人接触野
外水体的概率比城里人大，因此让
农村孩子学会游泳，对于做好防溺
水工作显得更为重要。农村地区
自然水域相对丰富，是天然的“游
泳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创
造条件让农村孩子有亲水的机会，
是相关部门应重视的问题。应在
加强水域安全管理，普及游泳安全
知识，配备游泳教练和救生工具的
前提下，在农村人口相对集中的村
镇，兴建一批安全简易的“天然游
泳池”，让农村孩子能在碧波中嬉
戏畅游，让他们在快乐的运动中愉
悦身心，强身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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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建红 本报记者 邹晓华

7月 5日，看着修好的围墙，樟
树市鹿江街道四码头小区居民余
三妹高兴地说：“感谢粮油公司和
社区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消除了安
全隐患。”

四码头小区与樟树粮油公司
厂区一墙之隔，前不久的一场暴雨
使得一段长约百米的围墙出现倾
斜、开裂现象，存在较大安全隐
患。鹿江街道立即安排工作人员
紧急处置，经过沟通，由樟树粮油
公司负责对破损围墙进行修缮。

不久，一堵全新的围墙出现在居民
眼前。

与此同时，在鹿江街道樟港小
区，居民们则为排水不畅得到彻底
解决而高兴。“我家在小区低洼处，
以前一遇到大雨，家里经常进水，
现在排水管改造了，再也不用担心
了！”居民黄发英高兴地说。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中，鹿江街道重点针对近期经常
出现的大雨天气，组织工作人员对
辖区一些老旧小区开展巡查，及时
发现并处置大雨带来的安全隐患，
受到群众称赞。

消除雨患 应关注老旧小区

持续捐资 助学子越飞越高

炎热的 7 月也是高考录取揭
榜的时候。为帮助部分品学兼优、
家庭困难的学子顺利踏入大学校
园，让他们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而与
大学擦肩而过，在乐平市镇桥镇商
会就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持续多年
出资助学，不求回报，帮助困难学
子完成学业和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圆梦。

“你要读研了，我很开心，我会
继续帮助你，直到你顺利完成学
业。”7 月 6 日，在南昌一家公司打
暑期工的陈晓，又收到了镇桥镇商
会常务副会长、乐平市凤凰城社区
医生黄双根发来的暖心信息和
8000元助学款。

陈晓家住乐平市安置小区，是
低保户。12年前，源于一次就医经
历，陈晓一家与素不相识的黄双根
结为“亲戚”。

2009年 8月，陈晓的爸爸来诊
所看病，细心的黄双根发现，由于
患者肢体残疾，无生活来源，两个
女儿到了读书年龄，一家人正为此
事发愁。

黄双根不仅免收了陈晓爸爸
的诊疗费，还给了他一笔钱渡过难
关，这个暖人举动，让陈晓和妹妹
从容地踏进校园。

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每
到新学期开始，黄双根都会准备好
姐妹俩的学杂费。姐妹俩则不负
众望，双双录取了本科院校，4年的
大学学杂费和生活费，黄双根都扛
了下来。迄今为止，黄双根共向陈
晓姐妹俩送去爱心款20多万元。

“黄伯伯连续多年的帮助，改
变了我和妹妹的命运。等我以后参
加工作，有了经济能力，也一定会回
馈父老乡亲。”考上研究生的陈晓，
对黄双根的无私关怀满怀感激。

乐平市第六中学七年级学生
黄杨，父母离异后，靠奶奶养大，黄
双根跟踪资助了黄杨 5年，并计划
资助他完成大学学业；乐平市第六
小学的王乐，爸爸因患肝硬化长期
住院，黄双根连续资助王乐 6年的
学杂费和寄宿学校的餐费。

“在镇桥镇商会，像黄双根这
样热心肠的人还有很多。”乐平市
志愿者协会负责人介绍，黄双根资
助的学生达 100余人次，并资助病
患 20 余人。此外，黄双根还定期
走访孤寡老人和脱贫户。

镇桥镇商会会长方清华，9年
时间资助 80 名大学生完成学业，
发放助学款 90 万元；该商会执行
会长黄祥，资助了 10 多名大学生
上学，直至毕业……

“商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沃土
的培育，反哺社会是我们的光荣使
命。”方清华说，作为当地镇政府联
系非公企业和非公经济人士的桥
梁和纽带，正是有一群热衷于公益
事业的人，把乐善好施写进了商会
的章程，鼓励会员力所能及地持续
助学。

从今年开始，镇桥镇商会成立
了助学基金会，首批募集的 10 万
元奖励金，来自会员的捐助。方清
华说，这笔助学奖励金将用于高招
结束后，品学兼优、家庭遇到困难
的大学新生身上，希望他们能在求
学的道路上越飞越高。解决群众看病难，关乎千家

万户的幸福。曾几何时，我省名
气较大的几家医院因空间受限，基
础条件无法满足更多患者就医，群
众看病难问题凸显。连日来，记者
走访这些分布在不同区域的新院
区后，对群众就医体验有了新认
识，患者看病不用找人插队，挂号、
缴费等可以一“机”完成。

毋庸置疑，这得益于近几年
我省对医疗卫生资源的大力投
入，在合理规划的前提下，对龙头
医院进行改造、扩建、搬迁，解决
了以往因资源稀缺造成的排长
队、住院条件差、医院床位不足和

医疗设备老旧等问
题。无怪乎有群众
说，敞亮的新院区，

更敞亮了患者的心。
当然，不是扩容几家龙头医

疗服务机构，也不是凭借几家大
医院的信息化，就能从根本上解
决群众看病难。事实上，要解决
看病难，还要构建起全省一个巨
大的医疗“网”，明确不同层级公
立医院的功能定位和各种医疗
资源的配置标准和规范，建设层
次清晰、分工明确的多层次医疗
服务体系。只有在医院构建起
全省健康服务网络体系，通过龙
头医院的带动，建立上下级“医
联体”体系，联动省、市、县医院
和乡镇级卫生院，统筹推进分级
诊疗，最大限度上满足患者的治
病需求。如此，群众看病就慢慢
不再难了！

南昌多家省直医院新院区相继开业，形成“一院
两区”服务群众新格局——

今年6月1日，是江西省儿
童医院成立66周年院庆，也是省
儿童医院红谷滩院区正式开业
的日子。从此，省儿童医院全面
进入“一院两区”服务和发展新
格局。红谷滩院区开业后，缓解
了该院老城区阳明路院区的就
诊压力。新的“一院两区”新格
局改善了省儿童医院患儿的就
诊体验，也让曾经门诊限流的情
况一去不复返。

除了省儿童医院之外，早在
2014年底，南昌多家省直三甲医
院积极适应省城南昌城市发展
变化，实施“走出去”战略——选
择新址，重新布局，新院区在这
两年也都相继投入使用，极大地
改善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资
源配置，提升了效率。专家指
出，三甲公立医院规模扩大，充
分发挥了医疗服务群众的作
用。同时，这些“龙头”医院积极
参与分级诊疗，更大程度上解决
群众看病难问题。

一起来！解决群众看病难

就医新体验 心情更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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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儿童医院新院区有了更多服务信息引导患者就医省儿童医院新院区有了更多服务信息引导患者就医。。

省儿童医院新院区就诊大厅引导员正在引导群众就医省儿童医院新院区就诊大厅引导员正在引导群众就医。。

南大一附院老院区的挂号窗口没有排长龙的现象了南大一附院老院区的挂号窗口没有排长龙的现象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余红举余红举摄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余红举余红举摄摄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余红举余红举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