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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卫生健康工作
重心由“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了

“以健康为中心”，关注生命全周
期、健康全过程，实施医药卫生、体
育健身、心理干预等综合治理。中
医药作为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事业
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随
之加快构建以老百姓健康为中心
的服务模式。而推进宁波中医药现
代化，加快建设“中医药强市”的根
本目的和落脚点也是为了让老百
姓享受更好的中医药服务。

业内人士认为，宁波应该紧
紧围绕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
需求，以为老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
效的中医药服务为目标，完善优化
中医药服务体系，增强服务能力，
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重大疾
病治疗和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
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健康和疾病防治问题。具
体而言，要着力做到“三个好”：好
环境、好中医、好药材。

好环境：为老百姓提
供更好的健康服务的基础

好环境包括中医药服务体
系、良好的就医环境及完善的配
套服务和规范的行医秩序。

在宁波市委、市政府的重视
下，“十三五”期间，我市中医药事
业取得快速发展。一个以市中医
院为龙头、区县（市）中医院和综
合医院中医科为骨干、基层医疗
机构为网底、社会办中医医疗机
构为补充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已基
本形成。

但我市中医药事业仍存在中
医药资源供给不足、不平衡不充
分，公立中医医院等级能力水平
不够高等问题。至 2020 年底，全
市公立中医院床位数 3472 张，但
是每千常住人口公立中医医院的
床位数只有 0.4 张，低于国家和省
要求的 0.55 张。记者在调研中了
解到，受医改、医保、财政补偿等
政 策 和 成 本 增 加 等 多 种 影 响 ，
2019 年我市 10 家公立中医医院
中，不少处于亏损状态，医院正常
运行和建设发展受到很大影响。

对此，业内人士建议，我市有
关部门应该统筹优化中西医资源
配置，加大中医投入，要推动公立

中医院做到中医药优质医疗资源
提质扩容，发挥引领和辐射作用，
同时引导社会力量办中医医疗机
构，进一步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
建设，努力提供覆盖全人群和全
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有关部
门尤其要深入实施基层中医药服
务能力提升工程，依托医联体、医
共体，推动中医基层化、基层中医
化发展，加强基层医疗机构中医
馆建设，合理配置中医人员，推广
中医药适宜技术应用，开展中医药
治未病和康复服务，提升基层中医
药服务能力。

好环境还需要中医医疗机构
为患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就医环
境。记者发现，在不少中医医疗机
构尤其是基层中医医疗机构，普
遍存在就医环境差、配套服务跟
不上的情况。

好环境还包括方便老百姓服
用中药等配套服务方面。如改进
中药的剂型，方便病人服用。

好环境还需要规范的行医秩
序。业内人士直言，要加大整顿非
法行医的力度，打击假冒中医的
骗子，防止老百姓上当受骗，为老
百姓营造良好的就医环境。

好中医：为老百姓提
供更好的健康服务的关键

所谓好中医，包含了两个内
涵，一个医术好；另一个是态度
好，与患者沟通好。

当下，宁波中医药事业面临
中医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中医人才
缺乏的困境。宁波现有注册中医
类执业（助理）医师 4628 人，拥有
市中青年以上名中医（药）师 189
人，其中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
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0 名（包
括省国医名师 2 名），省级名中医
10 人。好中医的数量远远不能满
足老百姓看病的需要。

高层次中医人才缺乏，直接
导致供求矛盾突出。

每当全国名中医王晖在明贝
堂坐诊的日子，患者从早上 6 点
半就开始排队挂号，但依然一号
难求。宁波市中医院王晖、董幼
祺、卓立甬、崔云等声誉高的名
医，因为病人实在太多，从早上 7
时不到就开始工作，下午 1 时左
右才能停诊吃午饭。

看名中医挂号难现象，根本

原因在于优质医疗资源短缺、中医
药人才不足。有关人士认为，这些名
中医，绝大多数集中于市区各家医
院，各区县（市）的患者想要看名中
医，不得不大老远地赶到市区医院，
自己不方便不说，还进一步加剧了
市区患者看名中医难的状况。

如何改变老百姓看中医“一号
难求”的现状？业内人士认为，关键
是要加快提高现有中医从业者的水
平，培养更多的年轻“名中医”。而要
达到这一目标，一方面，建议政府部
门制定相应政策、采取有效措施，提
高中医药从业人员条件、待遇、发展
空间等，吸引优秀人才选择学习和
从事中医药专业；另一方面要进一
步完善师承模式，扩大“名师带徒”，
提高现有中医从业者的水平。

其次，要加强基层高素质中医
人才的培养。宁波应出台相关政策，
鼓励更多的中医人才到街道和城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服务站去工
作，并在职称评聘、业务培训、福利
待遇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

而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好医生
不仅仅限于医术好，还应该态度好，
与患者沟通好。

宁波市中医院主任中医师卓立
甬认为，一名好的中医师，必须拥有
高智商、高情商、高技商。“一名成熟
的中医师，要利用好中医药这种中
国特色医疗手段治病救人，还需要
向病人传达健康的理念和情绪，与
病人搭建起良好的医患关系。这样
的人，才能传承和发展好中医药事
业，更好地为百姓服务。”卓立甬在
接受采访时说。

好药材：为老百姓提
供更好的健康服务的保障

“药材好，效才好”。要为老百姓
提供更好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就要
确保他们能够吃上放心药、好药。在
中药当中，尤其以作为汤药药材的
中药饮片使用量最大。

经过持续多年有效的专项整
治，我市中药饮片质量稳步提升。但
同时应该看到，宁波市场上的中药饮
片以外地输入为主，随着中药饮片消
费量的持续扩大，监管难度随之增
大，市场上中药材及中药饮片掺劣掺
杂、有效成分不达标等问题仍有存
在，老百姓用药隐患不容小觑。

要让老百姓吃上放心中药，中
药饮片生产企业的质量把关是关

键。我市一些上规模、上水平的饮片
生产企业做得比较好。如宁波明贝
中药业有限公司，为严把药材源头
关，公司特别聘请了 146 名药材质
量指导采购员，在全国各省、自治区
中药材原产地布局布点，严控药材
产地、严控药材生长年限及采收季
节的时令，确保药材纯真优质。与此
同时，该公司还建有一支由 10 余名
从业 20 年以上的资深专业中药师
组成的性状鉴别验收组，每天对购
入的原药材和炮制好的中药饮片严
格性状鉴别验收，确保基源、性状、
颜色、气味等纯真优质。

为确保宁波老百姓能够更加放
心服用中药，采访中，业内人士提出
三点建议。

一是在中药饮片生产环节严把
关。要严格按照《药品管理法》《中国
药典》等组织生产；中药饮片必须自
制生产，杜绝对外采购饮片后分包
装的违法行为。要建立真实完善的
生产记录台账，实行质量可追溯制
度。严格执行对中药材、中药饮片质
量全检及完整的检验记录，并逐批
留样，把好入库、出库检验质量关；
加强中药材和饮片在库冷藏保管与
养护，确保在库药材和饮片的质量
稳定。监管部门加强质量标准执行
细则的解读和培训，严格落实质量
考核责任追溯制。

二是在采购、监督环节严把关。
行业协会要发挥同业管理作用，积
极引导中药饮片使用单位如各大药
店，医院药房等以质量为标准，采购
有资质、上规模、质量把控好的中药
饮片企业生产的产品，针对宁波市
场以外地饮片供应为主的情况，市
里要鼓励更多的外地生产饮片到本
市生产，这样便于监管部门随时现
场监督。市、区县（市）药品管理部门
进一步加大抽验力度，特别是要加
大对往年中药饮片抽检中不合格的
地区、企业和品种进行重点跟踪抽
验。同时对医院采购使用中药饮片，
建立质量考核责任追溯制。

三是在执法环节严把惩戒关。
建议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和曝光
力度。对监督抽验不合格的，必须依
法处理；对问题突出的药品生产、经
营、使用单位加大处罚力度；对违法
违规企业，严格执行列入企业黑名
单、降低信用等级、向社会公布监管
信息、实行 GMP 和 GSP 飞行检查，
直至吊销 GMP、GSP 证书和药品生
产证、经营许可证等措施，营造公平
竞争的市场秩序。

如何构建以老百姓健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
——二问宁波中医药发展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实习生
陆蓓蓓） 昨天下午，颂歌献给党
——宁波市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
音乐优秀作品发布暨展演活动在中
国新乡村音乐总部基地文创港举行。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党的
丰功伟绩，中国新乡村音乐发展中
心发起了为期一个月的颂歌献给
党——宁波市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
题音乐作品征集活动。活动围绕

“唱响时代主旋律”“回顾百年光辉
历程”“歌颂美好新生活”三个主
题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音乐作品，
希望涌现一批能够凸显宁波气质、
彰显宁波精神，并能激发人民自豪
感、接地气且能广为传唱的歌曲。

活动自 6 月初启动后，得到了
社会各界尤其是音乐界的积极响
应，短短 20 多天的时间，有 100 多
位音乐人参与活动，征集到 80 多
首风格多样的原创音乐作品。经过

专家评审的认真评选，21 首优秀
作品脱颖而出，这些优秀作品被收
录进 《颂歌献给党——宁波市庆祝
建 党 100 周 年 主 题 音 乐 作 品》 专
辑。

本 次 评 选 出 的 21 首 优 秀 作
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的回
顾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有的展示脱
贫攻坚和基层社区治理成果，有的
描写党员志愿者和全国劳模先进事
迹。这些优秀作品紧扣时代脉搏，

紧贴创作主题，无论是词曲创作质
量，还是演唱者水平，都体现了相
当高的品质，体现了音乐人对党和
人民的热爱之情。

当天下午，评选出的部分优秀
歌曲在中国新乡村音乐总部基地进
行了展演。

据了解，近两年中国新乡村音
乐发展计划通过一系列活动，吸引
了国内不少音乐人才来甬发展，营
造了良好的音乐创作氛围。

宁波市庆祝建党100周年主题音乐优秀作品发布

7 月的甬城，骄阳似火，炙烤
着大榭招商码头海关全露天监管场
地。查验关员徐友文正和同事一
起，对一批再生黄铜实施查验。地
面温度有 40 多摄氏度，他和同事
拿着查验单，在集装箱间穿梭，有
条不紊地根据指令要求对货物进行
初筛检查，并进行拍照记录。

（孙佳丽 王宁 摄）

那些滚烫的
查验时光

本报讯 余姚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离休干部卜林同志，因病抢救
无效于 2021 年 7 月 9 日逝世。

卜林同志 1930 年 2 月出生于江
苏泗阳县，1945 年 2 月参加革命,
1946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伍
后，先后任八路军苏北军区六分区
警卫团门诊所、泗沐警卫团卫生
所、六分区二团二营五连卫生员。
1949 年 12 月起，先后任三十军八
十九师二六六团卫生队、二六六团

二营门诊所见习军医。1952 年 11
月起，先后任解放军二十军六十师
战军团二营门诊所军医、二十军留
守处卫生所军医。1954 年 12 月转
业至浙江鄞县，先后任鄞县大嵩区
卫生所所长、鄞县人民政府卫生科
科员、鄞县天童区卫生所所长。1958
年9月，进浙江绍兴医学专科学校学
习。1965 年 1 月，任余姚县人民委
员会卫生科防疫站医师。1990 年 3
月在余姚市卫生防疫站离休。

卜林同志逝世

记者 王佳

这是珍藏于市档案馆的
一份致教育界代表的关于召
开 《宁波市各界人民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代表会议》 的
函，这份函留下历史印记，
折射出一个时代的伟大精
神。

在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爆 发
后，党和政府在国内发起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人民抗
美援朝运动。宁波人民热烈
拥护、积极响应，掀起参军
支前的热潮。

在宁波专区、市组织的
3 次征兵中，2.5 万多名青年
报名参军，其中，16083 名青
年光荣入伍；65 名医务工作
者报名志愿赴朝；40 名汽车
驾驶员奔赴朝鲜前线。据统
计，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宁
波籍烈士有 358 名。

在捐献运动中，工人、农
民、工商界人士、文教界人
士、机关团体等积极行动起
来。至 1951 年年底，全市各
界捐款 154 万元，可买 10 架
战斗机，全专区捐款 417 万
元，可买 27 架战斗机。

为解除志愿军指战员的

后顾之忧，在抗美援朝期间，宁波
人民捐款 62万多元，捐献大米、年
糕等 6823.5 公斤，日用品等 8627
件，有力保证了烈军属的日常生活。

民心是决定战争胜利的基本条
件，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这个
铁律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又一次得到
验证。

这份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伟大精神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孙
晓红） 日前，由鄞州区档案馆撰稿
的 《沙文汉、陈修良夫妇档案》 由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收
录于 《浙江省各级综合档案馆馆藏
档案精品介绍》（第四辑），对沙文
汉、陈修良夫妇档案的背景由来、
内容价值及管理利用等方面进行了
全方位揭示和解读，是全面展示沙
文汉、陈修良夫妇革命生涯的又一
精品力作。

鄞州区档案馆珍藏的沙文汉、
陈修良夫妇档案共计 519 件，包括
沙文汉、陈修良夫妇在大革命、解
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各个时期
的书信140封，手稿、笔记、资料165

件，照片 112 张，实物 56 件及录音磁
带 46盒。这些档案史料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真实再现了沙文汉、陈修良
夫妇积极投身革命浪潮，参加并领导
地方革命斗争，为解放事业和地方
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生历程。

为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近年
来鄞州区档案馆通过创新编研、举
办展览、拍摄视频等方式，编撰出
版 《沙文汉陈修良革命生涯》《沙
文汉陈修良年谱》《百年缱绻——
沙文汉陈修良画传》 等编研精品，
举办 《沙文汉陈修良档案展》，拍
摄了 《百年沙村》 等档案微电影及
专题片，让馆藏档案走出库房，走
入寻常百姓家。

《沙文汉、陈修良夫妇档案》出版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王贝贝） 前天，奉化区莼湖街道首
个城市书吧正式对外开放，吸引不
少学生前来阅读、交流学习。

莼湖是宁波重要的渔业生产基
地，有外海捕捞渔船 700 多艘，海
洋文化气息浓厚。新建的城市书吧
位于莼湖街道中心建成区，总面积
约 500 平 方 米 ， 建 筑 风 格 现 代 简
约，分为阅读区、空中书吧、红色
阅览室等多个区块，可以满足群众
文化休闲、趣味阅读、沙龙交流等
需 求 。 书 吧 现 有 藏 书 5000 余 册 ，

包含红色读本、文学小说、历史文
化及技术读本等。

该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书吧
位于莼湖中学、尔仪小学的附近，给
学生提供了一个新的阅读空间。书
吧里还设了红色 VR 体验区，通过
新科技手段，使读者仿佛置身于革
命烽火年代，助力传播红色文化。

据介绍，除了城市书吧外，莼
湖街道还同步在辖区建制村建成
28 个农家书屋，重点在章胡、缪
家等村打造示范性农家书屋，倡导
全民阅读，让渔镇的书香味更浓。

奉化莼湖城市书吧投用

近日，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组织税务人员赴企业了解生产状况，开展
税收优惠政策宣传辅导。据悉，该局常态化开展“做好一次宣传、留下一
份建议、规范一户企业、收获一种评价、传播一种文化”的“阳光使者”
活动，确保精确执法、精细服务。 （董娜 何一鸣 摄）

税务“阳光使者”进企业

宁波市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代表会议筹备会关于召开《宁波市各界人
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代表会议》的函。

（励江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