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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新华社贵阳 10 月 16 日电(记者李惊亚、肖
艳)近年来，援黔医疗卫生对口帮扶工作在贵州
大地上全面铺开，在东部优质医疗资源扶持下，
贵州医疗水平得到全面提升，山区群众的“健康
梦”不再遥远。

“白衣天使”西南飞

传递对口帮扶“接力棒”

“重症医学科成功开展首例纤维支气管镜
引导下经皮扩张气管切开术”“泌尿外科首例腹
腔镜下精索静脉曲张高位结扎术”“麻醉科成功
开展首例超声引导下髂筋膜室阻滞”……在台
江县人民医院微信公众号上，诸多“首例”刷新
医院“纪录”，更记录着医院的进步。

台江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经济、
人才等多重因素制约当地医疗事业的发展，群
众患病稍微严重一点都得出县求医问诊。

2016 年 12 月，援黔医疗卫生对口帮扶工
作在贵州全面展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与台江县人民医院结了“对子”。

浙医二院急危重症科护士长、台江县人民
医院院长汪四花说，结对帮扶以来，每天有 8至
10 名浙医二院的专家坐诊，全院已开展 112 项
新技术。2017 年全年门诊人次、住院人次同比

增加 19%、23%，转诊率下降 40%。
2017 年 6 月，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委

派显微创伤骨科专家崔大平到盘州市人民医
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帮扶支援，担任骨科副主
任，进行教学查房、手术示教、业务讲座等，开
展新项目，骨科门诊量、住院人次大幅增加。
今年 8 月，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分泌科
主任医师李湘接过“接力棒”，到盘州市人民
医院继续对口帮扶工作。

“输血”“造血”并重

为基层医院“强筋壮骨”

“我确诊后就回贵阳来了，现在我们本地
的医疗水平也越来越高。”贵阳人张晶说。半
个多月前她在深圳查出患甲状腺肿块，有鸡
蛋那么大，在贵州省人民医院做切除手术很
成功，可以出院了。

长期以来，贵州省人民医院无法开展巨
大甲状腺肿块切除手术，不少病人只能转院
去省外。

2017 年底，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副主任
医师余招焱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学习
归来后，联合医院多个科室开展了多学科协
作，成功进行了 10 余例巨大甲状腺肿物的切

除手术。
为帮助贵州培养学科带头人和高层次人

才，国家卫健委和贵州省人民政府签订委省
合作协议，共同推出“黔医人才计划”，拟选派
200 名以上重点学科优秀医学人才和医院管
理骨干，前往国家卫生健康委委属委管医院
和其他国内一流医疗机构集中培训、跟班培
训和挂职培训等，目前已有 88 人学成归来，
余招焱就是其中之一。

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地处偏
远，几年前，务川县人民医院只有七八个科
室，服务能力堪比“乡镇卫生院”。建立对口帮
扶关系后，浙江医院捐赠数百万元仪器设备，
多次派专家到务川实地指导，务川县人民医
院多名临床业务骨干赴浙江医院免费进修学
习。

“现在我们的科室数量增加了一倍，常见
病、多发病和一些疑难杂症都可以处理。”务
川县人民医院院长谢昭华说。

东西部“搭桥”

“组团式”帮扶托起“健康梦”

记者从贵州省卫计委了解到，2016 年以
来，5 家国家卫健委委属委管医院帮扶贵州

5 所省直属医院，东部六省七市和军队有关
医院对口帮扶贵州 15个市级、66个贫困县
县级人民医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属医院
和山东、江苏等省共 64 家三级甲等中医医
院，对口帮扶贵州 64 家中医医院。东部六省
七市疾控中心、中心血站、急救中心对口帮扶
贵州 9个市州公共卫生机构。

据统计，截至今年 7 月底，在对口帮扶
下，贵州省 88个县新建重点学科 806个，66
个贫困县医院均建成重症医学科和急诊急救
科，拓展建设诊疗和医技科目 54个，新技术
新业务推广 705 项。

此外，贵州还发起成立“医疗卫生援黔专
家团”，现已有 54 名院士、1116 名核心专家
加入，37 名院士在贵州建立了 41个院士工
作站(室)。

“援黔医疗对口帮扶通过物质援黔、智力
援黔、技术援黔、学科援黔等方式，给予了贵
州实实在在的帮助支持。”贵州省卫计委副主
任杨慧说。

援黔医疗对口帮扶搭建起贵州医疗机构
与国内一流医院业务联结、情感联结的“桥
梁”，多个支、受援医院之间形成了医联体单
位，未来还将在远程医疗、人才培养等方面有
更深入合作。

“组团式”帮扶托起山乡“健康梦”
援黔医疗对口帮扶见闻

新华社上海 10 月 15 日
电(记者朱翃、郭敬丹、肖
世尧 )随着“鹰眼”的认
定，塞尔维亚天王焦科维奇
写下一曲“王者归来”的最
后一个音符，第四次在旗忠
网球中心捧起白玉兰杯，又
一年的上海网球大师赛在满
场的掌声和欢呼声中落下帷
幕。从 2009 到 2018 ，上海
大师赛走过了整整十个年
头，也书写了上海这座魅力
之都属于体育世界的十年精
彩。

上海网球大师赛——— 这
项亚洲唯一的 ATP1000 赛
事，自 2009 年落户上海至
今已有十年。每年顶尖的参
赛阵容，高水准的网坛对
决，热烈的赛事氛围和周到
的服务体验，都使得赛事的
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得到提
升。

ATP 国际区执行副总
裁艾莉森·李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她更愿意把时间
轴拉长去看待一项赛事的发
展和成熟。“今年是上海大
师赛十周年，但也是 ATP
上海巡回赛的第二十个年头
了，那个时候它还叫上海喜
力网球公开赛。”艾莉森·
李说，“这项赛事在稳步发
展，从一个小型的 ATP 巡
回赛到年终的大师杯赛再到
如今一年一度的大师赛，它
是这座魅力都市日历上的重
要时刻，也是这些年来吸引
其他国际一流赛事来到上海
的坚实基础。”

2005 年在通往体育场
的车道上种下的树苗，如
今已经丰茂挺拔，述说着
自己的变化，欢迎着网坛
大师们年复一年来到上
海，走进赛场。黄浦江上
灯光依旧璀璨，涛声依旧
动听，“大师浦江夜”活
动将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大师赛平台向世界传播。

十年大师赛，如涛亦如林，变抑或是没变？在上海
久事集团副总裁姜澜眼中，不变有不变的理由，变也有
变的道理。“大师赛走过十年，它看起来没什么变化，
时间、场馆、球员参赛等依然稳定，而赛事气质愈发成
熟，吸引力在不断增加，这是让我们感到非常荣耀的地
方。”姜澜说，“这种循序渐进，体现在赛事服务、运
营、安保等方方面面，不仅是方式方法的创新，标准也
在不断提高。”从道路交通的排堵保畅到无人机反制系
统，上海闵行公安的安保措施已从地面安保升级为“空
地协同”。

对于顶尖的网球运动员来说，比赛期间的餐饮至
关重要，安全和营养影响着选手的场上发挥。作为静
安昆仑大酒店的宴会厨师长，严迪烈为大师赛服务整
整十年了，他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白”：一是皮肤
白，二是因为整天穿着洁白的厨师服。作为餐饮负责
人，小白每年都要负责球员餐厅布局、开餐时间、人
员配备和菜式。球员餐厅向 350 位球员提供西式自助
餐和中餐、日料的点餐、打包服务，而且从午餐到晚
餐不间断。

“我脑子里记着几乎所有顶级球员的饮食偏好，不
过中国的咕咾肉似乎大家都喜欢。”严迪烈说。十年
来，每逢大师赛都是他最忙碌的时候，根本没时间去看
一眼比赛。但大师赛又是他最幸福的时光，因为那些顶
级球员都会来到餐厅，拍拍他的肩膀说：“嗨，老伙
计，又见面了，今天又有什么好吃的？”

上海大师赛的吸引力覆盖全面，上至天王巨星，下
至平头百姓，都能因为竞技体育的魅力而体会到那种动
人心魄的感觉。大师赛的举办，也让上海乃至全国的球
迷们在家门口就能和网坛巨星亲切互动，享受他们带来
的精彩比赛。

十年光阴流转，球迷们见到了英雄迟暮，比如首
届上海大师赛冠军达维登科、“沙皇”萨芬、“澳洲
野兔”休伊特；球迷们也见证了宝刀未老，比如费德
勒与纳达尔在 2017 年的上海大师赛决赛上演的第 38
次“费纳决”， 2018 年焦科维奇在此间书写“王者归
来”。

十年光阴荏苒，这里留下无数巨星的身影，也种下
无数孩童的梦想。曾记得马尔蒂尼、舍甫琴科等米兰元
老来到大师赛现场“打卡”，姚明也曾来到场中为比赛
选手进行挑边。今年的大师赛，上港球星埃尔克森和奥
斯卡同样来到现场助阵。

相比这些“星光”的锦上添花，种在孩子们心中
的网球梦想、运动习惯，或许代表着未来，更让人感
到欣慰。

今年上小学二年级的胡嘉乐是费德勒的小粉丝。在
去年看了一场费德勒的比赛之后，这位小观众就成了
“奶粉”。为了表示对偶像的崇拜，他告诉妈妈，自己
起了个新外号——— “嘉德勒”，“就是胡嘉乐超爱费德
勒的意思”。小家伙的得意写在脸上。

“很高兴嘉乐因为上海大师赛爱上了费德勒，爱上
了网球运动。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孩子爱上网球，热爱
运动，有一个健康的体魄，真的非常棒。”胡嘉乐的妈
妈陆女士说，“大师赛不仅让我们能在家门口看到顶尖
网球选手的表现，还培养了很多网球迷和不错的网球文
化，更让大家爱上体育运动。我想，这就是大师赛和上
海这座大都市相得益彰的魅力吧。”

“上海网球大师赛业已成为上海的一张名片，大师
赛举办和发展的十年，其实也是上海国际体育赛事飞速
发展的十年。”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罗文桦说，“以大
师赛为代表，包括 F1中国大奖赛、钻石联赛上海站、
斯诺克大师赛、 NBA中国站等，这些赛事构筑了上海
体育赛事金字塔的顶部，代表了城市的形象和品质，成
为上海城市名片的同时，也是上海打造全球著名体育城
市和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坚实基础。”

上海大师赛已经书写了十年的华章，但所有人更期
待的，是它在未来的无限精彩。

久事赛事的工作人员徐盛洁在本届大师赛决赛当晚
的朋友圈中深情写道：“大师赛 10周年，我做了 2 年
看台观众， 1 年实习记者， 5 年工作人员。但是爱网
球，远不止 10 年。因为喜欢，才有了后来全部的故
事。”

未来还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带着梦想，上海大师赛
迈向下一个十年。

新华社武汉 10 月 16 日电(记者廖君、鲍晓
菁、邰思聪)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走
不动了，你会如何安度晚年？看看家中的父母，
是否已在不知不觉中渐渐老去？又是一年重阳
节，“养老”离我们越来越近。

据全国老龄办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 2 . 41 亿，
占总人口 17 . 3%。养老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必
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然而，记者采访了解到，目
前养老机构专业护工普遍短缺，农村敬老院管
理人员后继乏人，我们该如何面对“银色世界”？

城市：养老机构专业、年轻护

工告急

每天下午 4 点半，何利军都要到武汉市花
桥街协昌里的项大鸿老人家，为老两口做晚
餐、整理房间，还要给躺在床上不能自理的爷
爷一口一口喂饭。她为两老服务已经三年。

48 岁的何利军是武汉市晚晴养老服务公
司的照护员，她在这里工作已经五年。在这家
公司，像何利军一样的照护人员还有 200 多
位，年龄在 45-55 岁之间，她们大都是进城务
工人员和商场下岗的营业员，上岗前经过公司
的统一培训，为 1200 多位老人提供居家养老
服务。

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武汉市户籍人
口 853 . 65 万，其中，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
20 . 95%，7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 8 . 42%。

据了解，在武汉三镇，小规模养老院数量不
少，每人每月收费 1500元至 2500元。一家民营养
老院负责人介绍，入住民营小养老院的老人，80%
属于超高龄。由于这些养老院没有财力配备医护

人员，一旦老人出现健康问题，很难及时处置。
26岁的高敏 4年前从北京社会管理职业

学院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毕业后，成为北京市
西城区金融街养老照料中心的一名一线护理
员。高敏说，和她同届的 60 多位同学中，最终
留在北京并且从事养老行业的屈指可数，“我
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护理员的生存状态。”

安徽省民政厅福慈处处长胡前义说，安
徽民办养老机构的薪酬待遇是周边江浙沪等
地区的一半左右，专业人才十分缺乏。

农村：敬老院“守护者”后继乏人

盛化斋是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盛黄敬老
院的院长，这家敬老院 100 张床位全部住满，
每个房间住两位老人。61 岁的盛化斋患有严
重的腰间盘突出和颈椎病，他说，在自己实在

干不动前，一定要找一个能让他放心托付敬
老院的“接班人”，但现在还没有眉目。

农村敬老院管理人员缺乏、无人为继的
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安徽利辛县民政局福
慈股负责人称，当地有个别敬老院的院长已
经年逾七旬，但是一直还在坚守。

让“盛化斋们”不安的，一是个人前途，二
是敬老院的将来。自己今后老了该何去何从？
院长们心里也没有底。

宣城市德祥颐养院院长杨德祥等一些负
责人表示，现在敬老院管理人员是在低薪低
待遇的情况下聘任的，大多数院长都是党员
干部，觉悟高、责任心强。“年富力强的都在外
面打工，看不上每月 1500 块的院长薪酬。况
且要干的都是伺候人的活，谁愿意来呢？”利
辛县旧城镇民政办主任潘玉春说。

在我国农村，有上百万无儿无女、无所依

靠的老年特困人员住在敬老院。这里是他们
老有所依、生有尊严的最后“岛屿”。守住“岛
屿”，是基层民政干群的一致心声。

追问：未来的护理人员在哪儿？

武汉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发展
趋势看，未来的养老格局，应是机构养老、社
区养老、家庭养老相结合。其中，家庭养老和
社区养老将满足大部分老人的养老需求，机
构养老则发挥专业优势，主要承担失能和半
失能老人的照护工作。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养老护理员的护
理技能和水平直接影响养老机构的服务质
量。今年 5 月，武汉市民政局、财政局联合印
发通知，对已取得国家养老护理员技师、高级
工、中级工、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在武汉市
护理岗位连续从业 2 年以上的人员，分别给
予 3000 元、2000 元、1000 元、500 元的一次
性奖励；对已取得国家护理员职业资格证书，
持证在护理岗位连续从业满 2 年的，从第三
年起，发放护理岗位补贴，补贴标准为每月
100 元。武汉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希望
此举有助于养老护理人员队伍建设，提升养
老服务质量。

胡前义说，安徽省民政部门一方面计划
落实养老行业学费补偿和入职奖补规定等政
策，吸引更多高学历、低年龄人员从事养老行
业。另一方面政府计划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
将社区养老打造成“没有围墙的养老院”，联
动社区社工、志愿者、医疗机构、家政服务员
等资源，最大效率地提供老人需求的服务。

安徽省民政厅社管局副局长张振粤建议，
政府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公办养老
机构配备管理工作人员，并限定相应的年龄条
件。加快培养老年医学、康复、护理、营养、心理
人员，以及涉老社会工作、养老服务机构经营
管理等人才。同时，放开养老市场，适当增加养
老从业人员收入，特别是对于一些专业技术岗
位，政府能够根据岗位数给予补贴。

“银色世界”将至，养老服务人才仍短缺
养老机构护工普遍短缺，农村敬老院管理人员后继乏人，谁来守护“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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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 10 月 16 日电(记者袁汝婷、
高文成)16 日下午两点多， 74 岁的徐诗柱和
100 多位老伙计一起登上了去常德桃花源景区
的车。这是重阳节的前一天，社区的老年照
料中心组织老人们免费出游，观看实景演
出，一路欢歌笑语。

“儿子媳妇出去工作了，电瓶车接我来
和老朋友聚在一起，免费吃饭理发、看书看
电影，我非常高兴。”对徐诗柱而言，这栋
位于社区、高达六层的老年照料中心就是他
的第二个家——— 他和 160 余位老人白天在这
儿度过大部分时光。

位于常德市武陵区东江街道新坡社区的
老年照料中心，地处郊区，格外引人注目。
宽阔整洁的广场上矗立着现代化的大楼，穿
过大楼，一个绿意盎然、小桥流水的公园映
入眼帘。

走进照料中心，娱乐室、阅览室、心理
辅导室、电影院、餐厅、医务体检室、休息
寝室等一应俱全，老人们或三五成群喝茶聊
天，或打打桥牌，看看电影，十分惬意，还
可在寝室午休。

新坡社区的妇联主席李翠英介绍，社区
不少居民在城里务工，空巢、留守老人较
多。

2014 年，社区修建运营了老年照料中
心，由集体经济出资负担成本，为老人们提
供包括午餐、理发、体检、看电影、近途旅

游等 18 项免费服务，“老人不花一分钱，
开销全部由社区承担。”

在理发室，记者见到 82 岁的郭春喜老

人，理发师小陈正精心为她修剪短发，郭春
喜笑着说：“这里样样都好，有吃的有玩的
有看的，我天天都来。”

记者又走进医务室，社区医生陈仙丽正
在给 78岁的陈世珍老人量血压，询问一日三
餐情况，叮嘱她饮食要少油少盐。陈世珍有
一个儿子身患残疾，家庭拮据，自从 2014年
照料中心建起来之后，她再没去过医院体
检，都是由老年照料中心的社区医生为她做
医疗保健。

全免费的老年照料中心也唤起了社会各
界的爱心。 16 日上午，常德市公交公司的
10 名志愿者穿梭其中，为老人端茶倒水、
整理书籍等。 30 岁的党员黄明梓说，照顾
老人的志愿服务让他更加直观地体会到了尊
老的意义。“回到工作中，我们也会提醒大
家在公交车上多给老人让座，多关心老
人。”他说。

因为家中的老人受到了社区无微不至的
照料，居民们都对老年照料中心充满了感
情，许多人纷纷主动给中心捐款，提供志愿
服务、义务劳动，还有曾受到照料的老人过
世前留下遗嘱，将毕生积蓄捐给老年照料中
心。

“如今日子越来越好了，我们说‘老
有所养’，这个‘养’字，不仅是温饱，
还应该包括快乐。”新坡社区党总支书记
陈剑频对“老有所养”的意义有更深远的
理解，“只有老人们过得舒适、快乐、不
孤独，子女才能安心在外工作，为社会做
贡献。”

食宿医娱都免费：一个郊区社区的“老有所养”

▲ 10 月 16 日，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滨河老年养护中心的老人和志愿者一起包饺子。

当日，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恒诺包头分段组织志愿者，走进包头市东河区
滨河老年养护中心，与老人们一起包饺子，迎接重阳节的到来。 新华社记者彭源摄

▲武汉市武昌区一家民办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在照顾老人（2015 年 1 月 22 日摄）。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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