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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巴彦淖尔市医改探路“新功能”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梁海龙

新华社武汉5

月11日电（记者 廖

君） 每年的清明
节、国家公祭日，
武汉市黄陂区广
大党政干部、师生
都会到黄陂区六
指街甘棠铺社区
潘家堰湾，为黄麻
起义总指挥潘忠
汝扫墓。位于甘棠
铺社区办公楼二
楼 的 陈 列 室 自
2014年6月开馆以
来，共接待了5万
多名来自全国各
地的观众。

武汉市黄陂
区六指街原文化
站站长王新元参与了筹
备陈列室的全过程。他介
绍说，占地120多平方米
的展室是甘棠铺社区青

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图文
并茂的形式展示了潘忠
汝烈士短暂而光辉的一

生。展品里既有
潘忠汝生前在黄
埔 军 校 读 过 的
书、一些合影，也
有烈士后人珍藏
的遗物。其中有
一块银元是潘忠
汝毅然投身革命
后唯一留给家人
的东西。

潘忠汝，1906
年生，湖北黄陂
人。自幼喜习武
术。1924年考入由
董必武、陈潭秋等
在武昌创办的武
汉中学，开始接触
马克思主义，并积
极参加进步学生

运动。
1926年，潘忠汝进入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7年被派到湖北黄
安（今红安）任县公安局
军事教练，从事秘密革命
活动。大革命失败后，他
带领公安局部分人员和
枪支加入黄安县农民自
卫军，任大队长，率部活
动于七里坪、紫云、乘马
等地，与地主民团和反动
红枪会作斗争。

1927年11月13日，潘
忠汝与吴光浩、戴克敏等
领导黄麻起义，率领农民
武装攻占黄安县城。14日
晨攻克黄安县城，全歼守
城正规军及警备队，活捉
国民党县长郭守忠等。随
后，黄安工农民主政府成
立，黄、麻两县农民自卫
军组编了中国工农革命

军鄂东军，潘忠汝担任总
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他
在检阅时发表演说：“我们
不仅要打下一个黄安城，
我们还要打遍大别山，打
遍全中国，打出我们的大
路，打出我们的江山。”

1927年12月5日，国民
党军一个师夜袭黄安，潘
忠汝率城里的第一路军抵
抗，由于敌众我寡，我军决
定突围。潘忠汝让副总指
挥吴光浩带领部队突围，
自己则带领少部分人断
后。面对不肯离去的战友，
潘忠汝严厉地说：“这是命
令，不许再争，赶快撤！”

潘忠汝左手握着盒
子炮，右手挥舞大刀，带
领战士猛打猛冲。为了保

存这支新诞生的革命武
装，他前后六次进出城
门，掩护战友突围。当他
第七次护送战友往外冲
时，不幸腹部中弹，鲜血
直流，一截肠子都冒出
来。潘忠汝强忍剧痛，一
手按住冒出来的肠子，一
手挥刀砍杀敌人。他边冲
杀边高呼：“同志们，为了
革命的胜利，狠狠地打
呀！”最终，因流血过多，
壮烈牺牲，年仅21岁。

潘忠汝曾在一首自
勉诗中写道：“尧天舜日
事经过，世态崎岖要整
磨。不肯昏庸同草木，愿
输血汗改山河。”这片山
河，也一直记得潘忠汝的
忠贞血汗。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近日，一位23岁患
者，因车祸从乌海市经直
升机救援入住巴彦淖尔
市医院。患者骨盆骨折、
大量失血、膀胱大肠破
裂、烧伤皮肤大面积坏
死、腰背部肌肉坏死感
染，经多科室会诊、治疗，
待病情稳定后，转往北京
进行烧伤、皮肤感染治
疗。在这次生命大救援
中，直升机救援功不可
没。

5月15日，乌拉特后
旗政府也与巴彦淖尔市
医院签署了“空中医疗直
升机救援”合作协议。年
内市医院将以低于成本
50％的费用为该旗开展
60例急危重症患者免费
救援。

直升机救援服务始
于2017年底，是巴彦淖尔
市医院实施内部改革的
一项动作，是与基层急救
车“地空对接、综合救
援”、打造边疆“空中生命
线”的一次大胆尝试。

基础条件差，机构设
置不合理是首难，政府、
医院双发力，着眼“先天
不足”，打出医改“组合
拳”。

巴彦淖尔市政府于
2013年投资10亿元兴建
的20万平方米新医院大
楼业已启用。据院长杨志
平介绍，日接诊能力为
5000人次，设住院床位
1560张。“这所建院60年、
新晋三甲的医院，实现了
基础设施‘适度超前’的
历史性跨越”。

改革的重点是建成
“八大中心”：重划功能
区，优化医疗流程。建立
全院医疗核心平台———
急危重症救治中心，建立
康复医学中心，建立健康
管理中心……

降费降价，果断而
“苛刻”：取消药品加成、
推行两票制、二次议价，
引进三明药采平台、力推
医联体带量采购……不
到半年时间，医院药品与
收入彻底脱钩。原65家药
品供货商肃清至6家，129
家耗材供应商遴选出26
家；969个药品种类中173
种药品与三明目录匹配；
在内蒙古招标价基础上，
23种药品降价15%，83种
药品降价10%；在医院原
有供应价基础上，所有高
值耗材至少下降20%，低

值耗材至少下降10%；医
院医疗费用增幅、药占
比、检验占比均控制在指
标内，2017年就医患者门
诊、住院费用分别降幅
32.5%、16.7%。一些外地
打工者因这里药价低而
专门买药捎回老家，医院
周边个体小药店纷纷关
门歇业……

2017年，一大批涉及
医院职工切身利益的人
事制度、分配制度、经营机
制、管理机制相继出台，内
部活力倍增；中层干部“能
者上庸者下”的竞争上岗
和聘期管理，实现聘用人
员同工同酬……

在医疗技术方面，该
院与国内顶尖医院开展
院内高难技术项目、医疗
合作，急危重症救治中
心、康复医学中心已成为
自治区重点学科，2017年
三四级手术开展例数同
比上升7%；中国西部国际
远程会诊中心、西京消化
病医院巴彦淖尔整合医
学中心、郝希山院士工作
站、北京世纪坛医院腹膜
癌诊疗博士工作站等纷
纷落地；市县医联体、城市
医疗集团、专科联盟、远程

协作网形成。
针对医患矛盾现状，

该院探索用文化、情感、
责任，唤醒医患协作以及
社会“对生命的尊重”。为
此，该院坚持公益性，摒
弃单一产业化、创收型思
维，建立“家文化”。

16日，记者走进门诊
大厅，琴声悠扬，绿植青
青，20多位医师助理、全科
医师环坐服务台，快速预
检分诊、开单检查、慢病管
理，挂号、叫号、诊治一路
流畅，检验采血8窗同开，
取号、采血、自助打印报告
同区完成。据说，高峰期
5000人次依旧井然秩序。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
医患沟通新模式。在手术
室开启现场直播环节，患
者家属在等候区可全程
观看，有疑惑还可用麦克
与主刀医生交流。

在住院病区，设有医
患沟通屋，内有原木小
桌、素色沙发、墙贴年轮
木片，拉近了医患交流的

距离。门诊内廊通道空
阔，爱心电车免费接送老
弱病残，为空腹检查者提
供免费茶点，为透析患者
提供免费午餐，为重症家
属提供免费休息楼层、折
叠床和被褥……

医院还利用“主阵
地”，针对欠发达地区心
脑血管病多、酒驾伤亡、
燃煤中毒、农药误伤频发
实际，对患者心理、生活
与危险因素进行评估、干
预、指导。设立4个康复训
练厅，开设健康大课堂、
广播语音系统、“317护”
手机软件平台，成立孕妇
学校、抗癌健康俱乐部，
组织宣讲队进社区、单位
和牧区开展义诊、慢病高
危人群筛查，结合地方病
等相关疾病开展宣教和
义诊活动。

“医疗扶贫”去年减
免费用170万元，出资300
万免除农牧民就诊协和
医院的部分费用，今年又
启动肿瘤中心爱心基金

募捐，认捐16万余元。

【记者手记】

国家医改是个大课

题，医院内部改革也是错

综复杂的综合题，“破冰”

非一日之功。巴彦淖尔市

医院顺应国家医改、全民

健康理念，开始了独具特

色的“急行军”。既有大胆

的举措，砍药价，降成本，

医药医疗分开治理，又有

远近的渐次，先变基础，再

改无形，体制机制双发力；

既有统一的全国步伐跟

进，医联体，远程网，又有

创新十足的边疆功能探

索，直升机，便民餐……

改革，首先要让医者有

仁心，让患者端正生命认

知，让医患良好互信、关系

归位。为此，医院必有“约法

三章”、激励、保障机制。不

过度治疗，不以药养医，努力

做到公益最大化，乃至实施

的全民大健康宣传，这些，

该医院正在“进行时”。

潘忠汝：六出城门“大无畏”

潘忠汝（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