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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个 康康故事小小

计 划 停 电 预 告
3月31日 星期二
海曙 泰来环保、旷代生物、宝翔新材

料、宙科传动(8:30-16:00)
4月1日 星期三
海曙 海灵(8:30-16:00)
江北 慈城镇振磁磁业有限公司（9:00-

16:00）青秀澜湾1幢1号、3幢7号、1幢 2
号、2 幢 3 号、3 幢 8 号、2 幢 4 号(9:00-
14:00)青秀澜湾6幢19号、4幢15号、5
幢18号双层(9:00-16:00)

4月2日 星期四
海曙 瑞泰(9:30-17:00)古庵村一带、

建工集团、建设集团(8:30-16:00)金励特
种钢管厂、鄞江工农桥4号公变、米氏实业、
凯凯有机玻璃、中国电信、宏盛电器、鄞江商
埠7号公变(8:30-16:00)车何8号公变(9:
00-17:00)上下陈4号公变(9:00-17:00)

江北 青秀澜湾7幢21号、7幢22号、
8幢23号单层(9:00-16:00)

4月3日 星期五
海曙 四明山村一带(8:30-16:00)城

综集士港一带(8:30-16:00)

江北 湾头社区湾头路381号、385号、
387号、大闸北路188号一带(9:00-16:00)
增加：

3月23日 星期一
杭州湾新区 盛海置业、上海绿地建

设、路灯箱变、宁波海涵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阿伍渔业、杭海置业、西河水利管理处、
滨海开发有限公司、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9:00-12:00）、中国质量认证
中心宁波（慈溪）检测中心（9:30-16:30）

3月24日 星期二
杭州湾新区 中持环境管理（9:30-

16:30）
3月26日 星期四
杭州湾新区 宁波海创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9:30-16:30）宁波雅戈尔康旅小
镇开发有限公司、宁波锐鸣置业有限公司
（13:00-16:30）

3月27日 星期五
杭州湾新区 管理委员会路灯变

（9:00-13:00）
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公益信息

西藏自治区海拔 3900
多米的高原上，从比如县到
那曲的 317 国道是驴友常
选的网红路。立于苍茫的
悠悠雪山和怒江两岸的绵
延绿草，美得像幅超然的
画。

而在过去很多年里，这
段两三百公里的沥青马路
也是比如人民的救命通道，
起点是雪山褶皱里各个村
庄，终点是那曲地区人民医
院。

五六小时的车程往往
惊心动魄。时任宁波市康
宁医院副院长的刘琳援藏
到比如的第二天，一个小伙
肋间血管破裂，伤口不大，
但是因为比如没法做手术，
只能送往那曲，在车上流血
流了5个小时，差点没救过
来。

当地人告诉急得脸色
发白的刘琳，很多患者就死
在这条路上，“最可怜是女
人难产，经常两个都没了。”

“那要改，要改！”不知
是因为高原反应还是过于
震惊，刘琳觉得自己说话都
不利索了。

那是 2016 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调研时提出，“没
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深深影响了刘琳。随
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
要发布实施，这位初到高原
的援藏干部想，至少先让大
伙在家门口能看上病。

那时谁也没有想到，后
来在全西藏推广的县级医
改“比如模式”由此蹒跚起
步。

位于那曲地区东部的比如县
地广人稀，从县城出发，沿着悬崖
边的山路蜿蜒而上，到任何一个
乡镇都需要艰难而漫长的跋涉。

刘琳到那里的第一周，就把
所有乡镇都跑了个遍。他的第一
感觉是“这里看个病太难了”。

60多岁的老人得了包虫病，
肚子大得像孕妇。他盖着脏兮兮
的被子，面朝门半躺着熬了一年
多。这是畜牧区的一种地方病，
比如县人民医院做不了手术，有
人劝他去那曲，或者直接上拉萨，
老人不肯，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对
抗死亡。

床对面发黄脱皮的墙上，歪

歪扭扭地记着几个偏方。“自己病
自己治！”他念叨着起身，从一个
黑漆漆的壶里倒出浑浊的药，咧
嘴一笑。

两年前，老人的儿子因为“支
气管炎”总不好，便下决心去了那
曲的医院，在那里查出了肺癌。他
们去了拉萨，那里有全西藏最好的
医院，但经过路途遥远、看病沟通
不畅等曲折，这条艰难的求医路最
终换来的是泪水。这位伤心的父
亲已为儿子过了第一个忌日。

“当初儿子不去的话，也许还
能活长点。”老人眯起眼忍住泪。
他觉得是一路劳顿和折腾提前带
走了孩子。

产妇去医院的比例也很低。
“我们劝产妇提前到医院来生产，
可很多牧民觉得，好医院太远，县
里医院能力太差，跟家里生差不
多。”乡镇卫生院医生说。

如果遇到难产，比如县人民医
院没法做剖宫产手术，送那曲上级
医院又太远。因此，当地产妇和新
生儿死亡率总是居高不下。

没法做手术是因为缺人才。
比如县人民医院50多人中仅2
人有医师资格，考出证的执业医
师都想离开，剩下的都是业务不
精的和年纪很大的。所以县人民
医院只能看普通肺炎、肠胃炎之
类的毛病。

他的第一感觉是“看个病太难了”

刘琳刚到比如的时候，11个
乡镇的9个卫生院中只有一个医
生有医师资格，而这个刚考出证
的姑娘正准备调走。

她一说起这事就泪光盈盈：
“领导，你知道在海拔4000多米
的山沟里熬三年多苦吗？没朋
友、没亲人，找不到男朋友也学不
到东西，我不该走吗？”

“我很理解你……”刘琳觉得
自己至少该挽留一下，但一张嘴
却发现什么也说不出来。他尴尬
地摸了摸鼻子，鼻血喷涌而出。

当地恶劣的环境考验着很
多外来者，除了鼻子嘴唇出血不
断、一走路就喘、需要吃安眠药
才能入睡之外，缺氧还会造成记
忆力减退、反应变慢，刘琳经常
说话说到一半就忘词，脑子一片
空白。只有夜深人静时，白天的
一幕幕才会无比清晰地在脑海
中浮现——

县人民医院冷冷清清，手术
室闲置已久，病房区人迹寥寥的

走廊里，穿堂风长驱直入；卫生院
还是土坯房，没有任何像样的医
疗设备，架上的药品种类少得可
怜，陈年污垢掩盖了诊室桌子原
来的颜色，针管、纱布等医疗垃圾
和饮料瓶、一次性饭盒堆在一起，
观察室一片漆黑，病床堆满杂物
……

谁愿在这种地方看病呢？刘
琳刚担任比如县卫计委副主任
时，住院病人县外转诊率超过
90%。当地也意识到了这个问
题，那时投入援藏资金6000万
元、总建筑面积25000余平方米
的医疗中心已经盖了两层了。但
在康宁医院管过基建的刘琳一眼
就看出了问题。

因为设计方经验不足，这座
按照二甲标准建设的医疗综合体
更像一座简单的办公楼，污水处
理、手术室净化、中心供氧、内网
系统、放射防护等细节都没有考
虑到，医疗流程也不合理。于是
他一口气提出了58条整改建议，

得到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认可
后，刘琳利用春节假期赶到成都
设计单位，一个插座一个开关地
改，然后既做甲方、又做监理地盯
着。

大楼拔地而起的同时，乡镇
卫生院也完成了改造。一批批设
备采购进来，比如甚至有了那曲
地区第一台核磁共振机。

但硬件的提升并不能解决管
理和业务人才极度缺乏、管理架
构不合理、信息化缺失、服务能力
薄弱等问题，这也是医改的难
题。在自然条件恶劣、总人口不
过7万多的比如县，有突破的可
能吗？

刘琳住的县城没有任何娱乐
活动，没有 4G网络，还常常断
电，大把的时间只能用来思考：

“楼有了，人呢？”
在奔走大半年，做了无数调

研和分析后，在那些殚精竭虑碾
转反侧的夜里，答案渐渐清晰起
来。

硬件条件差，盖楼！“楼有了，人呢？”

“我们不缺钱，就缺人才，可谁
会来呢？”2017年藏历新年，比如县
县委书记陈刚把刘琳请到家里，推
心置腹：“如果你是个医生，你愿意
到这儿来吗？”

其实刘琳最初的梦想，就是做
一个好医生，治好折磨他妈妈数十
年的老慢支。从医学院毕业后，他
进入宁波市妇儿医院麻醉科工作，
后来到奉化莼湖镇挂职。他了解乡
村看病最真实最具体的困难，也曾
想过大力培养乡村医生，但在现实
中发现举步维艰。

错综复杂的庞大体系牵扯到每
个人的生老病死，每一次尝试都在
摸索和质疑中前行。做一线医生的
时候，刘琳也会抱怨体制的不合理，
但接触到那些千头万绪之后，他渐
渐理解了很多问题背后深层次的原
因，“乡村医疗是最薄弱的一环，人
往高处走也是人之常情，不能快刀
斩乱麻，要找到线头，顺势抽解。”

刘琳的一个念头酝酿了很久：

“打破编制和机构设置限制，全县一
盘棋，可能吗？”

陈刚书记拍着胸脯保证，只要
能吸引人才来，只要能提高能力，他
都支持。

以“整合资源、集约运行”为核
心理念的《比如县关于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就是从那时开
始起草的。大刀阔斧的改革由此展
开。2017年8月29日，囊括县人民
医院、藏医院、妇幼保健院、疾控中
心及9个乡镇卫生院的比如县人民
医院医疗集团正式成立。这是西藏
自治区第一个“人财物”全统筹的县
级医疗集团。刘琳也被任命为比如
县卫计委主任兼人民医院医疗集团
院长，统筹医改。

县里以集团的名义向全国招
人，实行年薪制和合同制，医护人员
既有机会到上级医疗机构培训，也
有责任到乡镇卫生院轮岗，“确保最
艰苦的地方不缺人”。

连接乡镇卫生院和县人民医院

的是刘琳设计的实体“小物流”和
“信息流”，两辆救护车每周环线跑，
将县里统一采购的药品送到下面，
又把需要转运的患者、采集的标本、
消毒供应物资等送到县城。这样，
常见病的处理和基本的检查就可以
在卫生院完成，并通过信息系统，将
操作和诊断进行分工定位，实现远
程诊疗。

因为争取到了县财政每年300
万元人才引进专项资金支持，刘琳
起草的《关于引进医学相关紧缺人
才的办法》中，待遇还不错：副高以
上和中级职称签约一年，参考年薪
分别为20万元到25万元、12万元到
20万元，普通医技人员和工程师最
高也有8万元，提供周转房或宿舍，
且都有一个月带薪休假。

发在著名医疗专业论坛丁香园上
的招聘启事，一面直言条件艰苦，一面
呈现风光如画。正如刘琳预料的，报
名的100多人中，不少人有西藏情结，
也愿意为这片土地出一份力。

“不能快刀斩乱麻，
要找到线头，顺势抽解”

通过网络面试和一个月适应期，大多数
人都留了下来，大量外科手术等医疗业务由
此开展。做第一台剖宫产手术的时候，刘琳
重操旧业当了回麻醉医生，孩子健康漂亮、
头发又黑又密，刘琳和孩子妈妈一样，笑出
了眼泪。

他还促成医院与西藏阜康医院、西藏成办
医院、绵阳三院等多家医疗机构签署对口帮扶
协议，成熟的医疗团队定期过来为藏民做包虫
病和常见病的手术。更严重的患者，也可以转
到那里的医院，不但全程有人对接服务，还可
以享受和自治区内一样的医保待遇。

更让当地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是开到家
门口的流动体检车。因路途遥远，设备条件
有限，全县农牧民体检率只有4%。刘琳和
同事们请教了很多专家，设计了全国独一无
二的健康体检车，车厢就是一个精巧的小型
诊室，X光机、彩超、检验、心电图设备一应
俱全，利用自备小功率发电，电源就可以推
动DR等大型医疗设备，让很多牧民眼睛一
亮：“体检车开到家门口，连胸片都能拍！”

2018年3月，这辆由宁波江北区政府
拨款73万元捐赠，宇通客车公司定制打造
的大巴从雪山脚下出发，很快成为“网红”。
流动体检车计划每3年为全县7.6万人体检
一遍，并为每个人建立健康档案。因为符合
高原实际情况，有利于医改从“重治疗”向

“重预防”转变，体检车在全那曲地区推广。
比如医改曾得到西藏自治区卫健委党

委书记王亚蔺的认可。刘琳回到宁波半年
后，西藏在今年春节前出台了《关于推进县
域综合医改工作的指导意见》，“比如模式”
将推广到整个自治区。

陈刚微信告诉他这个消息时，已成为宁
大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并获得浙江新时代新
担当新作为好干部、宁波市六争攻坚好干部
等荣誉的刘琳正奋战在抗疫一线。百感交
集中，他突然想到了自己过世多年的母亲。

“她也不是疑难杂症，就是那会儿条件
不好，小病不治，慢慢拖成大病，早早地走
了。”他说，那时就觉得，健康是一切幸福的
基础，所以他从小想当一个医生，没想到后
来，自己做了更重要的事。

记者 樊卓婧 通讯员 庞赟 文/摄

“体检车开到家门口，
连胸片都能拍！”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一位宁波医生眼中的一位宁波医生眼中的

改造前的比如县扎拉乡卫生院。 刘琳下乡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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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 记医改

自“万员助万企”专项行动启动以来，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第一时间成立了以行
领导为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组员的专
家组，统筹指导该活动。据了解，该行共
计组织14支服务小分队、130名员工担任
本区域金融服务员，通过微信、电话、走访
等调研方式向650家企业开展宣传活动，
通过向企业讲解专项金融政策、帮助企业
解决信贷融资需求、主动让利实行利息优
惠等有效举措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宁波互康博俊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生
产医疗设备多年，主要生产全封闭组织脱
水机，是本次抗疫防控工作配套医护物资
生产企业之一，在得知企业有快速融资需
求后，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工作人员第一时
间收集资料上报授信，3日内审批同意给
予企业250万元授信额度支持。

为提高企业融资速度，兴业银行宁波
分行为有抵押物的小微企业提供“易速
贷”服务，通过采用“计分卡”进行综合打
分，代替传统授信申报流程，进件审批3

日内完成。同时推出“年审贷”产品，解决
客户每年重新办理授信、重新签订相关借
款合同与办理抵押登记所带来的繁琐手
续，提高业务办理效率。

在疫情防控阶段，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线上服务显高招。推出“单证通”业务，为
企业办理在线缴存保证金国内信用证业
务，让企业足不出户实现快捷高效的线上
办理。而该行的在线“兴e贴”业务，适时
调低了“兴e贴”价格、全面放开“兴e贴”
业务运行时间，实行7*12小时制、给于医
疗、医药企业利率优惠等，不仅提升了办
理效率还为企业带去了实实在在的优
惠。截至3月20日，共办理“兴e贴”295
笔，金额3.7亿元。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面对“疫情大考”，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充分认识到，疫情防
控不仅是一场医药卫生领域的阻击战，
更是包括经济金融工作在内的全方位
的总体战。 王巧艳

同“兴”战疫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万员助万企”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