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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振 报道
本报潍坊讯 2013年，山东全面推行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规培），规定
医学专业本科生毕业后需参加3年的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不过，这个本意是为医疗机
构提供均质化临床医生的规培，却让不少基
层医院损兵折将。“规培规培，不归全赔，
怕的就是规培医生‘有去无回’。”10月11
日，潍坊一家社区医院的院长王新华（化
名）对记者抱怨。

王新华告诉记者，2013年至今，她所在
的社区医院陆续有10名医生参加了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已经结束规培的第一批3人中已

有2人跳槽，还有1人在规培年1后就设法留在
了规培医院。辛辛苦苦浇水施肥，好容易果子
快熟了，结果却被别人摘走了，说起规培医生
的流失，王新华打了这样一个比喻。

据了解，2013年，山东全面推行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规定医学专业本科生毕业后
需参加3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从那一
年开始，王新华所在医院开始每年派送医生
去大医院进行规培。第一批派出的共有3
人，其中一人是王新华的“重点培养对
象”。这位医生是正规本科毕业，业务能力
强，并且刚刚被提拔为院长助理。规培期
间，他在规培基地表现出色，更让王新华感
到骄傲。然而三年后，王新华等到的却是这
名医生留在规培医院的消息。

被摘走的不仅是果子，还有付出的投入
和心血。王新华表示，三年规培是基层医院
只付出成本，得不到任何回报的高风险的三
年。三年间，对每位规培医生，基层医院需
要在工资、保险、规培经费等项目上支出15

-20万元左右，而且规培医生占用医院的用
人指标，对于医院来说相当于只出钱养人，
却没人干活。一旦规培医生跳槽，医院遭受
到的是经济和人才的双重打击。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王新华遇到的情
况并非个案。在一些地区的县医院，规陪医
生的流失率达到了40%。“规培规培，不归
全赔”，成为基层医院规培风险的真实写
照。

本意是为医疗机构提供均质化临床医生
的规培，竟成为触发基层人才流失的“契
机”，折射出的是大医院对基层医院无处不
在的“人才虹吸”。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
医疗资源集中的中心城区，大医院扩张带来
的不仅是对病源的虹吸，更是对周边基层医
疗机构的人才虹吸。烟台一家三甲医院扩建
产科，新招聘的医生全部来自周边区县医
院。有业内人士感叹，大医院选优掐尖，基
层骨干医生人往高处走，会从根儿上断了基
层医院发展的后路。

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当前社会诚信体系的
不成熟和不完善，不论是机构还是个人，契
约观念都有待提高。王新华说，在规培前医
院一般会与规培医生签订违约书，但这些都
是格式合同，如果真的诉诸法律，法院往往
会从有利于劳动者的角度裁量。“我希望的
是，一方面能从制度层面对规培体系中存在
的违约行为进行约束，保障基层用人单位的
权益，另一方面是呼唤社会诚信体系的建
立，人人履行契约，尊重契约，医务人员应
该带头。”

今年，我省出台新规加大对住院医师陪
规的支持力度，有望提高规陪医生待遇，减
轻基层医院规培压力。据悉，省财政筹集资
金4 . 66亿元用于提高规培补助标准。在中央
年人均补助3万元基础上，省财政配套1万
元，将全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年人均补助
标准提高到4万元。在省级人均配套1万元基
础上，对全科、儿科、精神科等专业委培医
生再倾斜0 . 5万元。

□记者 李振 通讯员 许锐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在日前召开的第19届国际

麻风大会上，来自山东省医学科学院的科研
工作者在世界麻风病防治研究舞台上展现了
“山东实力”，中国麻风防治协会侯任会
长、山东省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所长、山
东省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张福仁作专题报告，
赵天恩、陈树民、刘红三位专家分获大奖，
彰显了我省在全国乃至国际麻风防治、研究
领域的地位及影响力。

此次大会上，张福仁作了题为“麻风皮
肤病方面的进展”的大会报告，并以分会主
席身份，与日本学者共同主持学术专题。大
会期间，省医科院赵天恩研究员被中国麻风
防治协会授予“中国麻风防治终身成就

奖”、陈树民研究员荣获“中国麻风防治突
出贡献奖”、刘红副研究员获得“中国麻风
防治青年科技奖”，三位来自麻风防治一线
的科技人员获得的崇高荣誉，是对省医科院
在全国率先实现以省为单位基本消灭麻风病
的充分肯定。

据悉，国际麻风大会是全球麻风防治领
域规模最大、学术水平最高的国际会议，每
5年举办1次。此次大会来自相关国际组织、
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中国、美国、印度、巴
西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学者和代
表1300余人参加会议。

在13届国际麻风病防治会议上，国际麻
风防治协会主席勤夏表示：“中国山东防治
麻风病的措施和成效，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

学习的榜样”。作为全省麻风防治业务负责
单位，省医科院所属省皮研所承担全省麻
风、性病、皮肤病的防治、科研、人员培训
和技术指导任务，持续开展病人的发现与治
疗工作。1994年，在全国率先以县市为单位
达到卫生部部颁布的控制麻风病的阶段性目
标（患病率<1/10万），发病率由50 . 7/10万
降至0 . 03/10万，在全国率先实现以省为单位
基本消灭麻风病。张福仁团队开展麻风病易
感基因的研究，共收集麻风病遗传标本一万
余份，建立起全球最大的麻风病遗传资源库，
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和目标区域测序等先
进技术，先后发现了麻风的18个易感基因，
构建了麻风风险预测模型，使世界麻风防治
史上一直未能实现的一级预防成为可能。

□徐明明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月15日，山东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外科病房，被机器意外绞伤右臂的
蒙阴县垛庄镇东孟良崮村村民徐方后，移植
皮瓣血运良好，手臂功能恢复良好。这标志
着这台由“名医主刀”和“微公益”帮助的
爱心手术取得阶段性成功。

“我当时被吓傻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
办，就看见整个手臂血肉模糊……”回忆起
一个多月前突如其来的“灾难”，徐方后37
岁的妻子吴金莉仍惊魂未定。据吴金莉介
绍，9月4日下午5点左右，丈夫徐方后在自
家门前的空场上打花生，由于花生堆了好几
天了，急着要尽快从秧苗上脱离下来，弄完
晒干。于是徐方后找人帮忙，从早晨就开始
干活，一直到中午还用叉子把花生送进机器
的徐方后，下午就开始用手把花生往机器里
送，结果在最后快干完活的时候，事故发生
了：花生和徐方后的手臂同时被卷进机器
里，整个右手臂被绞进去了！当时正在屋里
给孩子做饭的吴金莉，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
出事了，跑出来一看，就被当时的情况吓懵
了。

一家人急忙在朋友帮助下，赶往蒙阴县
人民医院进行治疗，然而，由于伤情比较严
重，当地医院医生建议转院治疗。经过四个
小时的路程，徐先生于9月5日凌晨1点赶到
山东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由于创伤面比较
大，失血量多，徐先生到医院后面临休克的
危险。经该院检查，徐方后前臂手背大面积
缺损，桡骨掌趾骨粉碎性骨折，肌腱肌肉断
裂缺损，创伤非常严重，该院立即为徐先生
开通绿色通道，不进科室直接进手术室，以
争取更多的抢救时间。

山东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治医生曹松华
说：“由于手臂创伤严重，仅少量皮肤，部
分肌肉组织相连，多处骨折，手筋全部断
掉，手术风险非常大。”手术前，该院进行
了精心准备，并协调多个科室共同保障，确
保徐先生在手术过程中的安全。经过11个小
时的手术，徐先生的伤情基本稳定了下来。

在这11个小时的手术中，完成了骨折
固定、手筋的对接、手指的对接、还有伤口
的清理。“后期还需要几次手术，最主要的
是皮瓣手术，如果想要保住手臂，手术费用
高达20万元，但是后期如果手臂感染，也有

截肢的风险。”曹松华介绍。高额的医疗费
对这个本不富余的农民家庭无异于一场灾
难，焦急万分的吴金莉蹲在地上一直落泪，
一筹莫展。

为给患者带去更多的希望，让患者得到
最快的治疗，“名医主刀”山东区孙晓义经
理在第一时间派人赶往医院了解病人以及家
庭的情况，决定为徐先生提供尽可能的帮
助，并以最快的速度启动了公益捐助，捐助
了1万元的爱心款。同时，联合“轻松筹”
在网上发起了一场“微公益”捐款，徐方后
的伤情牵动着拥有大爱的人，10元、20元、
100元、1000元……人们根据自身情况奉献着
点滴爱心，很快又筹得善款3万多元。“最
近几天就没断人，都是老家朋友来给送钱的，
医院在手术的时候也给减少了不少的手术费
用……”吴金莉感激地说，自从丈夫出事后，
她一直被爱心鼓舞着，尽管经历了各种各样
的困难，但有“名医主刀”和大伙儿的帮助，让
她看到了希望。虽然医药费还有很大缺口，但
她决不会放弃，“这么多人都为咱使劲呢，咱
还有啥理由放弃啊。”

经过治疗，徐先生的手臂恢复得非常

好，皮瓣手术做得也很成功，“创伤面积如
此之大，恢复得这么好，没有一点坏死，我
对这台手术非常满意……”听到主治医生曹
松华副主任对徐方后病情的介绍，吴金莉更
充满了信心。

■相关链接

“名医主刀”创立于2014年，该平台通
过打造医疗手术O2O，已汇集了3万余名三
甲医院副主任级别及以上的医生，手术量已
达到1万台。它还将联合全国优秀医务工作
者、外科专家为核心志愿者，每年定向捐赠
一定台数的公益手术。

此外需要救助的患者，由慈善公益组织
捐赠手术费用，由“名医主刀”负责对接优
质医师，由有公益爱心的医院负责实施手术
操作。同时“名医主刀”还开展了名医基金
项目——— 100万元公益基金，即“名医主
刀”向承担手术费用有困难的患者提供每人
一万元的捐助，资助100位手术患者，让贫
困患者得到公益捐款的同时，也能获得名医
免费公益手术的机会。

省医科院副院长作大会报告 三位一线科技人员获大奖

“山东实力”享誉国际麻风大会

大医院选优掐尖，基层骨干医生流失严重，会从根儿上断了基层医院发展的后路———

规培“不归”让基层医院折兵损将

农民意外绞伤右臂 巨额手术费用成难题

“名医主刀”助力患者渡难关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青岛讯 9月20日，青岛市李沧区困难残疾人辅

助器具发放仪式在李沧区市民公共服务中心举行。全区
1944户困难残疾人家庭领到血压仪，李沧还为有需求的残
疾人发放轮椅、手杖、坐便椅等辅助器具600余件。

李沧区市民公共服务中心依托李沧区残疾人综合服
务中心建设，建筑面积260平方米，按照“六位一体”功
能设置，融合残疾人康复辅助器具展示、体验、配发、
维修全方位服务，为残疾人提供多元化服务，选择适合
自己的辅助器具。

该中心内外全程无障碍设置，方便残疾人进出。中
心分展示区和体验区。展示区有为残疾人免费配发的展
品：如轮椅、拐杖、坐便椅、放大镜等，细分为助视
类、助听类、助行类、智力类、日常生活类等；体验区
有给残疾人进行体验的科技最前沿的辅助器具和康复理
疗仪器：智能无障碍家居系统、爬楼机、智慧健康理疗
仪器等。残疾人可以现场体验，通过体验详细、全面了
解辅助器具和康复理疗仪器的功能、使用方法和效果。

1944户困难残疾人家庭

领到辅助器具

□实习生 常青 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临清讯 10月25日，山东省医院协会地市级中心

医院暨企业医院分会在临清成立。
该分会是以加强参会各地市级中心医院及企业医院间

的沟通与交流，分享优秀管理经验与先进技术应用，促进
各医院的进步与发展为目标而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选举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牛建一为第一任会长，临沂沂水中心
医院张志刚、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医院张绪春为副会
长，共设理事15人。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滨州市中心医
院，威海市中心医院等6家地市级中心医院院长就各自医
院的发展与探索在会上进行了发言。

省医院协会地市级中心医院暨

企业医院分会在临清成立

□于德强 吴淑华 报道
本报威海讯 近日，威海市文登区妇幼保健院手机

APP远程监护胎儿项目正式上线，利用互联网技术提升患
者体验，改善医疗服务。

据悉，手机APP远程监护胎儿项目是指孕妇在医院专
业人员的指导下，将APP下载到手机上，通过随身携带的
胎儿监护仪，即可在家中实现对胎儿的胎心率、宫缩压
力、胎动信息及曲线等信息的实时监护；同时，通过监护
数据与医院远程胎儿监护系统实时互动，随时接受在线医
生的指导，让准爸妈们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医院的专业技术
指导服务。

近年来，文登区妇幼保健院不断改善医疗服务，先后
引进06成长汇、准妈妈课堂等一系列“互联网+”项目，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医疗的跨界融合，为城乡百姓提供温
暖、贴心与周到的服务。据悉，作为文登区首家开展该项
目的医院，目前，有130名孕妇已经接受远程胎儿监护服
务。

文登区妇保院

手机APP远程监护胎儿

□勾翠华 姜庆志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北大医疗鲁中医

院消化科王洪艳获早期胃癌内镜诊治图像
大赛——— 山东大区ESD手术视频大赛复赛
第一名，成功晋级并代表山东参加全国总
决赛。

据悉，本次大赛作为山东省第十次消化
内镜学学术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来自国
内8位知名专家担任评委。比赛内容涉及病
例的选择、诊断的规范、内镜治疗适应症、
手术难易度、内镜操作规范性、图像及录像
清晰准确、选手的演讲表达等方面。

鲁中医院王洪艳

获ESD手术视频大赛

山东区第一名 □杜明德 尚现军 报道
本报沂源讯 沂源县人民医院和中医院两家县级公立

医院所有药品实行零差价销售，统一网上采购。据统计，
医院药品加成让利8420万元，其中药占比由46 . 6%下降到
36 . 3%，切实减轻了群众就医负担。

沂源公立医院药品零差价

惠民8420万元

□张士新 报道
本报莱阳讯 近日，莱阳市投资1 . 8亿

元开展污水整治工程，改善生态环境。先后
组织实施中水回用、第二污水处理厂扩建、
第一污水处理厂扩建、白龙河综合整治、小
荆河污水整治和旌阳河河道整治六大污水治
理工程，推动生态宜居环境持续改善，为经
济社会科学发展增添新动力。

莱阳投资1 . 8亿元

治污改善生态环境

□赵连君 王凯 报道
10月25日，滕州市善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对

辖区内4所小学全体小学生进行健康查体。内容包括身
高、体重、胸围、视力、肺活量、血压、口腔、色觉、沙
眼以及龋齿等项目，以全面了解学生的生长发育状况以及
健康动态，掌握学生传染病、常见病发病等情况，有针对
性地指导患病学生及时就诊治疗。

图为医务人员在为孩子们测量肺活量。

□通讯员 刘宇
记 者 王凯 报道

10月24日，山东省中医药服务百姓健
康行动膏方推广暨山东省中医院“治未病中
心”、“名医堂”启用仪式在济南举行。

治未病中心围绕着“未病先防，既病防
变，病后防复”的治未病理念，针对健康、
亚健康、易患疾病人群、慢性病患者及病后
康复等服务对象，开展中医体质辨识、中医
健康咨询指导、健康状态评估、中药膏方、
等特色服务项目。“名医堂”汇集了省内具
有20年以上丰富行医经验、享有较高声誉和
影响力的省内外知名专家，如泰山学者、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一大批国内知名教
授，同时为保证问诊质量，每位知名专家每
半天号源限制在20个。

图为，活动现场，中医药膏方专家现场
制作，并让居民免费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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