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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家庭医生后看病真方便，家庭医生不仅能上
门服务，还可以帮忙直接预约上级医院的专科医生，以
后再也不用担心看病难。”家住在后宅街道的李大伯开
心地说道。

然而，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义亭镇的老百姓
切切实实感受到，在抢救生命过程中，医共体背景下的
家庭医生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一天中午，家住义亭镇
的楼老汉从自家地里回家后出现胸闷、胸痛不适，起初
未曾注意，以为是中暑了休息下就好，没想到症状没见
好转，反倒有加重现象。当天下午3点31分，家里人将
楼老汉带到了家门口的市中心医院医共体义亭院区进
行治疗。

刚入诊室时患者面色苍白，大汗淋漓，而此时在门
诊当值的内科医生吕钰接诊了患者，医生直觉上认为，
患者并不仅仅中暑这么简单，于是他立马给患者测了
血压，随即快速将患者安置抢救室予床边心电图，监
护，吸氧，建立静脉通道。

床边心电图显示室速，心率216次/分，期间患者
出现神志淡漠，血压持续下降，情况十分紧急，吕钰一
边进行抢救，下病危通知书，一边快速上报给驻扎在义
亭院区的医共体执行主任龚鸿霞。龚鸿霞到达现场，再

次确认心电图后果断决定，予同步电复律抢救。瞬间的
放电，像是唤醒了梦中人，“舒服了！”病人顷刻由惨白
转红晕的唇齿间不由得发出声音，监护上也显示出医
护人员急切期待的窦性心电波形。

随后，医护人员立即将患者一路护送到市中心医
院，并通过中心医院胸痛群将患者的资料上传。而此时
市中心医院心内科医生已早早在门口等候，随同推车
一路狂奔直达导管室(DSA),心内二科主任骆高江已做
好手术准备，第一时间给患者做了造影，造影提示冠心
病，16:35，患者顺利出导管室。

急救第二天，患者已在市中心医院顺利完成射频
消融术，恢复良好。据了解，室性心动过速是一种严重
的快速心律失常，可发展成心室颤动，致心脏性猝死。
同时有心脏病存在者病死率可达50%以上，所以必需
及时诊断，予以适当处理。而此次从义亭院区首次医疗
接触患者开始到患者在中心医院完成造影手术，只用
了短短1个小时，该案例的成功抢救得益于市中心医院
医共体建设下义亭院区急救能力质的提升，同时也是
两院双向转诊的无缝对接，让生死时速更畅通、快捷。

据悉，目前我市医共体牵头医院的专科医师已加
入到家庭签约医师团队，同时负责与牵头医院的联络

和协调支援力量，统筹解决签约居民向上转诊、疑难重
症和专科会诊及赴上级医院住院等难点和痛点问题，
解决了大多数签约居民的顾虑和担心。家庭医生让签
约居民有了健康守门人，而这些牵头医院专科医生的
加入则让健康守门人有了更大的底气和信心。

此外，我市后宅街道还组织了近300名村居联络员
为家庭责任医师团队提供有效的社区行政资源支持，通
过这些村民联络员的联系，家庭医生入户和健康随访管
理变得更为顺畅，让村民与医生有了天然的亲近。

截至目前，全市已经组建了95支家庭医师签约团
队，共有123名牵头医院的专科医生加入到服务团队，
持续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同时推进家庭医生团队
的网格化管理，充分发挥网格员的作用，当好家庭医生
团队服务的联络员，真正实现医疗卫生服务零距离，发
挥基层健康守门人的作用。

全媒体记者 何欣

医共体把专家送到家门口

联手家庭医生 做群众健康守门人

攒全媒体记者 刘军

特约记者 沈一凡

“您好，您在义网通办上申请的
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已经制证完
毕并寄出，请您查收。我们工作人员
将在60个工作日内上门核查。”近
日，义乌市小院尚居酒店负责人赵
先生接到市公安局的收件提醒，通
过告知承诺审批流程，马上收到了
许可证。

“以前办理这项审批，提交材料
后，公安局工作人员要看过现场，才
能审批下来，来来去去需要几天时
间。现在签个承诺书，马上就能拿到

许可证，一次也不用跑，非常方便！”
赵先生说。

据了解，今年7月起，义乌市
公安局在金华地区率先实现旅馆
业告知承诺的网上申请，通过告
知承诺审批流程，申请人签署同
意告知承诺书，即可先行领取审
批许可。该办件信息即时推送至
浙江省行政执法监管平台，生成
相应的审批告知承诺核查任务。
通过监管部门联络员派发，民警
在浙政钉掌上执法移动端接收到
具体的核查任务，进行现场检查，
并反馈检查情况，实现审批和监
管两个环节无缝对接。

改革前，开办旅馆申请特种行
业许可证需经过申请、受理、审查
(现场踏勘)、决定、送达五个环节，
法定时限为20个工作日。而今，申
请人只需按要求提供规定的材料并
承诺，即可实现“线上+线下”即时
办理。通过“一网通管”与“义网通
办”的实时对接，将审批事项与监管
任务一一对应，对市场主体承诺以
后的履约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发现
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依法
撤销许可并对申请人失信惩戒。

“实施告知承诺，是一种践行宽
严相济的执法方式。”公安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如今将审批环节市场主

体、个人的信用承诺、事后核查的履
约情况，统一纳入全市综合信用管
理，利用义乌市综合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成熟的信用评价体系及联合奖
惩机制，能够有效将执法监管的结
果真真切切地反作用于主体与个人
的综合信用、反作用于审批环节，最
终形成以“告知承诺+信用监管”构
建的“放管服”闭环，激励守信、惩戒
失信，进一步使守信处处受益，失信
处处受限。

据悉，目前全市共有7家旅馆
通过该方式获得许可审批，且暂
时未发现履约不到位被撤销的
情况。

近日，某公益组织成

员代表走进市行政执法

局稠江大队，了解文明

城市创建情况，随后又

分组到稠江辖区各点位

开展文明劝导、垃圾分

类指导等体验活动，还

慰问了一线环卫工人和

执法队员，给他们送去

了避暑用品等。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供图

攒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本报讯“请帮我转达对那位出
租车司机的感谢，如果不是他的帮
助，我或许早就放弃了自己的生
命。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我
记得他的车牌号是浙GTM316。”
日前，义乌96150受理员接到一个
感谢电话，打电话的是个女孩，她
自称曾有轻生念头，后来因这位出
租车司机的劝解而走出困局。这位

“的哥”机智、热心、负责任的正能
量值得点赞。

几经周折，记者联系上了这名
“的哥”，他就是义乌客货运输有限
公司出租车分公司的出租车司机陈
伟。“太好了，看来她已经重新开始
新生活，其实我做的都是小事，不值
得一提。”得知女孩平安的消息，陈

伟松了一口气，可是回忆起7月25
日早上发生的事情，仍心有余悸。

当天早上5点，陈伟刚刚出车，
当他开着出租车行驶至下傅小区附
近的丹溪桥头时，看见一个身穿黑
衣服的女孩正在拦车。“女孩上车后，
我发现她头发很乱，也不说话，怪怪
的。”陈伟说，“我就问她为什么起这
么早，有事出去吗？她不说话。后来我
再问时，她说她不想活了。”女孩的这
句话把陈伟吓坏了，在送女孩回贝村
路住处的路上，他想尽办法一路开
导。他告诉女孩，生活中有曲折是很
正常的，但重要的是如何坚强面对曲
折，去争取一个崭新的人生、摆脱现
状，如果放弃生命，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样做，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父
母。由于陈伟的耐心劝导，女孩断断
续续地讲述了自己的事情。

原来女孩来自重庆，因为生活
不如意，逐渐萌发轻生的念头。7月
25日凌晨，她写好遗书就出门了，
来到丹溪路桥下，跳下去一会儿又
爬了上来，之后拦了出租车回家，
可轻生的念头一直未散去。“我后
来才发现她全身湿透了，虽然她不
愿意说自己轻生的原因，但我觉得
她是个听得进道理的孩子。”陈伟
说。陈伟把女孩送回家后，女孩发
现自己没有带钱，准备上楼去拿
钱，陈伟表示不用了。但当女孩上
楼后，陈伟还是不放心，把车停在楼
下继续观察一会。

陈伟在楼下等了6分钟后，一
位大姐急匆匆下楼，要帮女孩付车
费。陈伟推脱不了，共21 . 5元车
费，就收了10元。陈伟得知这位大
姐是女孩的房东，便把女孩刚才的
情况跟房东大姐说了一下，希望她
能尽快联系上女孩的朋友，过来劝
劝她。大姐说，她和女孩的朋友已
经找了一夜了，总算找到了，感谢陈

伟把她安全送回家。又过了5分钟，
女孩的两个小姐妹急匆匆赶到了，
她们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一
定要给陈伟发红包表示感谢，都被
陈伟一一婉拒。看到女孩身边有了
这么多关心她的人，陈伟才放心地
离开。

据了解，陈伟今年48岁，来自
安徽省亳州市，在义乌开出租车已
有9年。这么多年来，他经常热心帮
助他人。就在7月27日，陈伟从宾王
路送客结束后，途经五爱路与宾王
路交叉口时，遇到一起小轿车和电
瓶车相撞的交通事故，一个女孩被
压在电瓶车下无法动弹，他立马停
车救人，直至女孩被送往医院。“像
陈伟这样乐于助人的出租车驾驶员
还有很多，在行车途中，他们总是默
默做好事。有的时候，他们的一次举
手之劳，能让人记一辈子恩情，希望
他们的爱心能为受助者带去一丝暖
意。”义乌客货运输有限公司出租车
分公司经理朱洪津表示。

攒特约记者 胡木水 通讯员 楼翩翩

本报讯 8月21日晚，一名在义乌务
工的男子应朋友喝酒之约，竟然把5岁
女儿留在超市让她一个人玩，结果小女
孩玩了半小时后就哭着离开超市，幸亏
有热心市民和民警帮助，否则难免发生
什么意外。

当晚8点半左右，大陈派出所接到
大陈镇利民路蛋糕店店主陈水明的报警
电话：“我店里来了一个小女孩，一直在
哭，她说找不到爸爸啦。”

值班民警王贤军等立即赶到蛋糕
店，小女孩已被陈水明哄住不哭了。王贤
军问小女孩叫什么名字，她说不清，也说
不出爸爸的名字。可是小女孩知道自己
住哪儿。于是，王贤军等跟着小女孩来到
大陈一村后田畈自然村租房外，但门锁
着，显然父母都不在家。

王贤军找到了房东吴某。吴某说，这
小女孩是他家的房客，江西婺源人。随后

他把小女孩的父亲程某和母亲黄某的
手机号告诉王贤军。可是谁曾想，居然
两个手机号都打不通。

为尽快联系到女孩的父母，王贤军
又向附近居民打听她父母在哪上班，但
大家只知道程某夫妻俩在大陈一家服
饰厂打零工，具体也不清楚。无奈，王贤
军只好先把小女孩带到派出所。后来经
过一番周折，终于联系上了她的父母。

当晚9点55分，程某夫妇到派出所接
女儿回家。奇葩的是，程某见到女儿就责
怪：“我让你在超市玩一小时，你为什么
只玩半小时就哭着找我呀？”

程某称，当晚8点左右，有朋友请
他喝酒，可是妻子去上夜班了，5岁女
儿怎么办？他就把女儿带到一家超市，
请超市工作人员帮忙照看1小时，自己
便去喝酒了。

王贤军听后严肃批评了程某。
据了解，今年暑假里，大陈派出所

已帮助10多个小孩找到父母。

攒全媒体记者 柳青 通讯员 金南星

本报讯 日前，浙大四院口腔颌面外
科专家黄旭带领团队开展了我市首例采
用穿支皮瓣进行的舌癌修复重建术，这
也是口腔颌面外科领域难度非常高的手
术之一。

去年4月，傅大伯被确诊为舌癌，在
杭州做了舌癌切除术。今年7月，由于舌
部又肿又疼，难受起来根本没法睡觉，傅
大伯意识到情况不妙。来自浙大一院的
颌面外科专家、现任浙大四院口腔科副
主任黄旭为其检查后，考虑为舌癌术后
复发，建议手术治疗。

考虑到患者年龄较大、伴有糖尿病，大
大增加了手术风险，浙四口腔科特邀浙大
一院口腔颌面外科刘建华主任医师团队协
助指导手术。在制定多学科综合序列治疗
方案、完善术前检查后，8月4日，黄旭主任
与刘建华主任医师及其团队按计划赶到手
术室，开始为手术做准备。手术过程中，医
师细心操作，完整地切除了舌腹部口底位
置的病变组织，并且预防性扩大切除，以降
低复发风险。手术从早上一直进行到下午，
整整7个小时，中途未曾休息。最终手术顺
利完成，术后将患者转入ICU。

在住院十多天后，经修补的舌体
运动良好，皮瓣顺利存活，舌功能逐渐
恢复，傅大伯终于出院。出院前一天，傅
大伯和妻子给浙大四院口腔科、综合病
房集体送上一封手写感谢信，表示化疗、
手术和康复治疗在家门口都可以做，不
用特意跑去杭州，实在是太方便了。

黄旭介绍，傅大伯患的是常见恶
性肿瘤——— 口腔鳞状细胞癌，这种癌
症多见于舌头上，恶性程度高、局部复
发率高、颈部转移率高，危及患者生命
及生活质量。他提醒，口腔癌多发年龄
在40—70岁，易造成病患失能和死
亡，需要引起重视，更应注意早期癌症
识别。“口腔癌早期会出现溃疡、肿胀
或硬块，可能合并发炎感染、出血。若
是口腔溃疡超过两个礼拜迟迟不愈
合、反复出血，黏膜白斑或红斑范围持
续扩大时，需要及时就医，应留意是否
为口腔癌。”黄旭说。

据悉，在傅大伯出院前，浙大四院
又顺利完成了1例由手臂上皮瓣修复
口底的高难度手术，并已顺利开展颞
下颌关节成形术、翼腭窝肿瘤切除术
等一系列“高难”手术。随着此次舌癌
穿支皮瓣重建修复术的施行，一系列
复杂口腔颌面外科问题都能在义乌得
到解决，这将极大方便浙中地区患者
的就医体验，切实感受省级医院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的便利。

8月24日晚上，一台由北苑街道凌云社

区杨街文化礼堂理事会组织和策划的消暑

纳凉晚会，在杨街文化礼堂的大舞台拉开

帷幕。晚会以戏曲节目为主，婺剧、越剧、黄

梅戏、豫剧接连登场，热心的村民还邀请

民间戏曲高手前来助阵，将晚会的气

氛不断推向高潮，受到了老年朋友的一

致好评。 特约记者 杨庆文 摄

男子只顾赴约喝酒

竟把小孩“寄”在超市

取大腿皮瓣重建口底

浙大四院成功施行高难度口腔手术

签份承诺书就能领证

义乌实现旅馆业审批“网上办理”

女孩流露轻生念头 机智“的哥”巧驱心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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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最美在身边

医线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