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

见，部署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

伍建设，切实筑牢农村医疗卫生

服务网底，让农村居民获得更便

捷、价廉、安全的基本医疗服

务。新形势下，农村医疗状况有

哪些新变化？面临哪些新问

题？农民对基本医疗服务又有

哪些新需求和期盼？近日，《经

济日报》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这几天老感觉心口疼，闷得慌。”
“血压量了吗？”
“高压 150，低压 90，一直在吃降压

药。”
“心电图显示 T 波异常，分析为冠心

病，没大问题，我给你开点药，注意多
休息。”

这是山东济宁市兖州区一对医患间
的对话，患者是龙桥街道刘官庄村村民
徐云霞，医生是兖州中医院心电图室主
任王洪颐。他俩并未在现实中见面，联
接他俩的是“全科医生远程助诊系统”。

“不出村就能让城里的专家瞧病，真
是太方便了！”徐云霞为记者算了一笔账，
如果到城里找专家看病，往返交通费、治
疗费以及误工费，至少要百元左右。

“它可帮了大忙。”刘官庄村卫生室
负责人孙跃骞指着一套医疗器械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全科医生远程助诊
系统一头在村卫生室，一头在兖州中医

院。通过专线把村卫生室的助诊系统与
各专业科室的会诊平台联接在一起，使
专科医生通过会诊系统与村医和患者

‘面对面’互动，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城里医院的诊断。”

“农民看病贵、看病难，很大一部分
原因在于一有病就往大医院跑，让小病
不出村是破解这个难题的突破口。”兖州
区卫计局局长黄国强说，“要实现小病不
出村，必须让村卫生室发挥一线堡垒的
作用，让它们强起来。”黄国强告诉记
者，兖州有 437 个村居，原来每个村都
平均有 2 至 3 个卫生室，医疗水平参差不

齐，群众一有病还是往大医院跑。从
2008 年开始，他们实行了村卫生室规范
化、一体化管理，从机构框架上对卫生
室进行了规范整合。

在村卫生室合并上，兖州掏出的是
“真金白银”。漕河镇河南新村卫生室负
责人王义介绍，2014 年 6 月，镇里把原
来 3 个村的卫生室合并为一个社区卫生
室，村医人数达到了 10 人，还添置更新
了心电图机、紫外线消毒车、电脑、打
印机等设备。硬件上规范了，兖州开始
在软件上下功夫。为保障群众在村就医
的低成本，他们在村级实行了国家基本

药物制度和药品零差价销售。同时，以
购买服务的形式让村卫生室承担起村级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职能，并对卫生室居
民健康档案的建立、65 岁以上老年人健
康查体等指标完成情况进行绩效考核，
通过考核结果直接与补贴挂钩牢牢牵住
村卫生室管理这条线。

防大病，治小病。兖州卫生室规范
化建设的聚合效应凸显。“现在一天的门
诊量少的时候有 50至 60人，多的时候达
到 100 多人。”王义说，随着门诊量的增
加，村医们的收入也比以前有了较大改
观。为解决人员老龄化带来的技术、信
息更新慢问题，他们定期编印临床工作
指南，开展讲座培训为村医们充电。

“只有规范服务，把医疗资源下沉，
降低社会总成本，为分级诊疗提供先决
条件，才能把更多的患者留在基层，才
能有效缓解基层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
老大难问题。”兖州区委书记张玉华说。

农民看病 还有更多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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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通 许 县 大 岗 李 乡 苏 刘 庄 村 的
2300 多名村民很高兴：过去需走 6、7 公
里到乡卫生院看病，现在却能在家门口
享受到乡村医生马文芳的贴心服务。

1973 年当上苏刘庄村乡村医生后，
马文芳便给自己的行医之路定下了 3 条
规矩：耐心询问，细心诊断，准确判
断，不误病情；把病人当亲人，有钱没
钱都要看病；药费趋少就低，检查诊断
免费，减轻病人负担。

2010 年 6 月，马文芳又在自己的诊
所后面建起了老年人健康体检中心，专
门 为 村 里 60 岁 以 上 的 老 人 进 行 免 费
体检。

谈到农村医疗问题，马文芳说：“现
在最发愁的是谁来接我的班。”他告诉

《经 济 日 报》 记 者 ， 自 己 今 年 已 经 64
岁，明年就要退休。

“没有发展前途，没有生活保障，谁
来接这个班？挣不着钱，咋养活一家人
啊？”马文芳很无奈。他掰着指头算，现
在他一个月 1000 多元工资，可明年退休
之后每月只有 300 元的补助。“目前乡村
医生的生活还没有保障，身份也不能被
纳入国家管理。”

“现在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不愿意来
村卫生所，没有政策的吸引，许多地方
的村医就会后继无人！”马文芳说。

谈起农民就医问题，马文芳说，“新
农合”对农民来说是天大的好事，让农
民得到实惠。“在乡医院和村诊所拿药

‘零差价’，到医院去看病住院都是按比
例报销，河南省还有大病救助，现在农
村医疗状况好多了。”

但是，农民在看病不难之后又有了
“新忧”——“过去农村常见病是气管
炎、胃病和关节痛，现在变成了糖尿
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梗塞。”马文芳
说，“现在看病虽然不难了，但如果家里
有个慢性病人，比如糖尿病，一天要三
次吃药打针，一顿都不能停，又不能天
天住院。家里的收入大部分用在药物
上，让不少农民家里捉襟见肘。”

据了解，我国慢性病发病率逐年上
升，中年人比例更高。世界银行曾对中
国的慢性病现状做过调查，并预测从
2011 年开始，未来 20 年，慢性病的发病
率还会继续上升。对此，马文芳呼吁：
国家应加大投入力度，提高老百姓的慢
性病报销比例。

家住甘肃榆中县金崖镇的 74 岁老人
李玉英从来没想到去医院可以“先看病、
后掏钱”。

“儿子把我带到县中医院，也没见他
掏钱，只押了新农合参合证就办了住院手
续。”更让李玉英纳闷的是，住了 20 多天
院，不仅医院没催过交费，医生、护士态度
还特别好，“出院的时候去交钱，才花了
500 多块钱。”原来，医院在结算时，已经
帮李玉英完成了新农合报销手续，她只需
掏按照规定需要自己承担的那部分费用。

自从 2012 年年底榆中县中医院推行
“先住院、后交费”模式以来，已有 1.5 万名
患者像李玉英一样享受到这种模式带来
的便利。让榆中县中医院副院长於赤忠
感到意外的是，两年多来，这 1.5 万名患者
中，没有出现一例恶意逃费、欠费的情况。

“作为公立医院，解决群众看病难看

病贵的问题，责无旁贷。”於赤忠告诉《经
济日报》记者，当初他们酝酿实行“先住
院、后交费”模式时，也有过顾虑，万一欠
费患者太多，医院承担不起。不过，榆中
县是一个农业大县，群众收入水平不是很
高，很多病人因为住院押金的难题耽误了
最佳治疗时机。“最后我们决定，冒一下这
个险！”

下定决心后，医院开始试运行“先住
院、后收费”模式 3 个月。“没想到试行期
间一次欠费的都没有发生，群众不仅对这

种模式非常满意，还非常守信用。”於赤忠
说，推行“先住院、后交费”模式，受益的不
仅是群众，“以前我们医院的床位只能住
90 人左右，有接近一半的床位空着，现在
住院病人基本上翻了一番。经过回访调
查，群众对我们的满意度也从以前的 75%
提升到了现在的 98%。”

榆中县中医院的探索，让这个贫困县
的医疗系统吃了“定心丸”。去年 4 月，榆
中县卫生局将“先诊疗、后付费”服务模式
作为一项便民措施在全县医疗机构推

广。在实施过程中，凡是参加了新农合或
城镇居民、职工医疗保险符合条件的患
者，只需在办理住院手续时向住院处提供
新农合医疗证或城镇居民、职工医疗保险
证原件及本人或家属户口本、身份证复印
件，交住院处保管备查，患者出院结算时
只需向医院支付报销补助后个人所承担
的费用。

一个贫困县不仅做到了“先诊疗、后
付费”，而且无一例逃费、欠费情况出现，
这是为什么？“有新农合和医保兜底，这是
最基本的保障。”於赤忠分析说，“还有一
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甘肃近些年大力推广
中医药，规定了中医疗法和药品报销比例
在新农合原有基础上提高 15%，很多经过
中医治疗的病人，经过报销后的自付费用
也就是几百元钱，群众不会为了这点钱赔
上自己的信用。”

服务：生 命 至 上 医 患 和 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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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广
泛关注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之一。中国
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全
方位准备尚不到位，如何解决“未富先
老”带来的诸多问题？中国经济网记者近
日采访了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
俊武。

“‘90 后’退休将赶上 5 亿老龄人
口高峰。”党俊武说，我国人口老龄化步
伐加快，社会整体养老压力巨大。截至去
年年底，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2.12 亿人，占总人口的 15.5%。“现在是

‘50 后’进入老年的阶段，老年人口已达

到了 2 亿多；当‘90 后’进入老年时，
将迎来老年人口真正的高峰期。”

而据国家老龄办预测，到 2053 年，
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峰值 4.87 亿，占总
人口的比例将接近 35%。

“养儿防老传统模式面临挑战。”党俊
武说，“50 后”大多有多个子女，他们的养
老问题可以延续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模
式。但是“60 后”、“70 后”、“80 后”、“90
后”却鲜有多个子女，想再延续家庭养老的
方式已经不太可能。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是 3.04:1，相当于
3 个人养 1 个人，2020 年将下降到 2.94:1，

2050年将下降到 1.3:1。
“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模式正面临

挑战，“银发浪潮”却即将来临。“目前多
数的青壮年人群尚没有自己的养老规划，
社会各界应对老龄化问题也准备不足。”
党俊武说。

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使老年生活照
料、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等需求日益凸
显。党俊武说，现实中，部分老年人同时
患有几种慢性病，因此，在养老问题的解
决方案中，应特别注重医养结合，尤其是
对身体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要进行长期照
料，让他们能够得到合理的安置，获得正

常的生活。
“精细化养老需求日益凸显。”党俊武

说，目前我国的养老模式还比较粗放，没
有细分养老“护理”和“照顾”，对需要
不同服务的老年人都提供同样的服务。在
这方面，国外精细化的养老模式值得借
鉴。例如，澳大利亚有专门的评估机构对
老人的身体状况进行评估，将失能老人分
为 8 级，分级给予不同的服务，不仅使服
务更加到位，而且也达到了节约资源的
目的。

当前，“70后”、“80后”正逐渐成为
社会的主力，应当趁早考虑如何保障自己
的老年生活。党俊武建议，不妨开拓思
维，利用商业养老保险，未雨绸缪为自己
将来的养老积攒一笔资金。他指出，目前
我国正努力从体制机制、金融创新等多个
方面来应对即将到来的“银发浪潮”。“应
该从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失能补助和津
贴、社会捐赠等多个层次来考虑解决养老
问题。”党俊武说。

多 层 次 解 决 养 老 难 题
——访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

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 娜

近日，河北省万全县举行“残疾人家庭手工业技

能培训班”，积极帮助残疾人创业、就业。培训班邀

请手工老师为近 30 名残疾人进行手工编织培训，激

发了残疾人的创业热情。

（邢鹏飞 王纪荣）

▶▶ 44 月月 55 日日，，甘肃省渭源县五竹镇五竹村甘肃省渭源县五竹镇五竹村

村医为前来就医的群众抓中草药村医为前来就医的群众抓中草药。。渭源县近年渭源县近年

来加大村级卫生室建设来加大村级卫生室建设，，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

题题。。 曹新杰曹新杰摄摄

▼▼ 山东省兖州区大安镇白家店村的兴梅山东省兖州区大安镇白家店村的兴梅

卫生室内卫生室内，，大夫在为病人大夫在为病人诊治诊治。。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金虎王金虎摄摄

天价学区房折射民忧

刘志奇

桂林：

旅游厕所实现全域覆盖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从 2000 年

至今，经过持续 15 年的“厕所革命”，桂林已实现旅
游厕所全域景点全覆盖。

早在 2000 年 4 月，桂林市就发动了一场“厕所
革命”。两年间，在全市城乡建设了 849 座旅游厕
所，高出当时国家公厕数量标准 90%。2014 年 11
月起，桂林分两个阶段，完成了 180 座旅游厕所的提
升改造、新建工作。目前，第一批 63 个示范项目已
验收完成，第二批 117 个工程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前
完成。据了解，广西壮族自治区旅发委拨付 2000
万元旅游发展资金，专项用于桂林市旅游厕所建设
提升工作。桂林市专项安排 1000 万元资金，用于
旅游厕所建设。

随着去年 2 月中旬教育

部下发通知调整升学政策，

要求北京、上海等 19 个重点

大城市做好义务教育免试就

近入学工作，户籍与学籍之

间的联系因此变得更为密

切，不少城市取消了共建生、

择校生，小学免试就近入学，

小升初实行单校划片或多校

划片入学。那些原本在片区

内毗邻优质中小学的家庭，

自然欢欣鼓舞。不过对户籍

所在片区不具备“名校”资源

的家庭来说，“就近入学”则

变成了一件烦心事。因为，

前期的改革虽然遏制了“递

条子”、“送票子”，但并没有

真正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的

难题。在家长拼关系、孩子

拼奥数都不再管用的情况

下，一些家庭不得不提前“拼

房子”，天价学区房因此屡屡

见诸报端。

升学政策改革在解决了

“递条子”、“送票子”这些“潜

规则”问题之后又让大家产

生了新的怨言，并且催生了

天价学区房这种怪现象，说

明在不调整优质教育资源分

布格局的情况下，仅在技术

层面作一些“创可贴式改革”

并不能解决实际困难，从某

种程度上说，还有可能让困

难变得更为严重。

围绕解决学区房怪相背后的民生忧虑，此

前已有不少专家开出“药方”。从改革设计原

理看，教育改革的目的在于尽量减轻家长和学

生的负担，并多从供应侧寻求突破口，用最小

的“折腾”换取最有效的结果。要走出“学区

房”怪圈，短期内需要进一步均衡教育资源，

将教育经费向薄弱地区和薄弱校倾斜，加强对

薄弱学校师资力量的培训和建设，通过与名校

共建、成立教育集团特别是教师轮岗等方式提

升薄弱学校的基础能力。同时，在合理规划的

前提下，鼓励民间投资办校，与公立学校形成

良性互补。而从中长期看，则需要建立更科

学、更完善的教育评价体系，不唯分数至上、

不片面追求“一考定终身”。这样，家长们才

有可能不再一窝蜂地涌向所谓的“好学校”、

找所谓的“学区房”。只有当追求所谓“精英

教育”不再是社会主流，“学区房”这样的社

会怪象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解决。

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报道：随着近日新聘任的
11名省城乡规划督察员到任，广东省 21个地级以上
市实现每地均派遣一名督察员，实现了城乡规划督
察员全面覆盖。

规划督察具有层级监督、实时监督和专业监督
特点，是遏制违法违规、促进规划实施、规范权力运
行的一项手段，作为保障城乡规划严格实施的重要
手段和环节，地位和作用日益受到重视。近年来，广
东省强化规划执法，据统计，2014 年省督察员列席
督察城市规委会和其他规划重要会议 235 次，约谈
或约见地方政府及规划部门领导 103 次，发出督察
文书 69 份，开展了对各市规划委员会规范运行、规
划督察评估等 4 个专项督察，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查处了一批重大案件，共作出行政罚款 1344 万
元，拆除违法建筑面积 2.72万平方米。

广东：

督察保障城乡规划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