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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庄市街道兴庄路社区在元宵佳节来临之际与社区居民一同包汤圆，有160余名居民参加活动，让辖区居民
充分感受节日氛围。

（记者汤越 通讯员姚单 摄）

3月3日，庄市街道高教社区活动室内，30多名
社区居民、小朋友共同参与汤圆制作、手工艺品制
作喜迎元宵节。

（记者王桂林 通讯员李娜 摄）

近日，澥浦舞龙队在澥浦中学为“宁波市龙腾狮
跃闹元宵”活动排练。金龙在舞龙队员的熟练舞动下，
时而翻转腾挪，时而静若处子，时而塑造成美丽的蝴
蝶图案，引得前来观看的村民阵阵掌声。

（记者盛柏臻 通讯员戴旭光 摄）

第八批上海专家团队进驻区人民医院

市民家门口享优质医疗服务
本报讯 （记者郑凯侠 通讯员

王云鸿） 近日，位于区人民医院的
上海红房子妇产科医院宁波诊疗中
心完成交接，上海红房子妇产科医
院副主任医师李昕接任诊疗中心主
任，继续为广大市民提供优质的医

疗服务。
2011年6月，上海红房子妇产

科医院首家沪外诊疗中心在区人民
医院落户。在这三年多时间里，上
海红房子妇产科医院通过“驻点专

家半年一任，周末专家每周坐诊”
的方式，为患者提供正品的“红房
子”服务。截至目前，易晓芳、郭

延荣、朱静、卢媛、罗雪珍、李

勤、邵珺七位专家已先后进驻上海
红房子妇产科医院宁波诊疗中心。
去年诊疗中心门诊47240人次，同
比增长20.3%，手术2752人次，同
比增长21.9%，微创手术比例达

94.9%。
从今年3月起，中心主任李昕

将带领新的专家团队为广大患者服
务。专家门诊时间不变，仍为每周
二、周三下午。此外，刘惜时、朱

晓勇、汪清等知名专家将继续坐诊
周末专家门诊。

男子欠高额债务喝下敌敌畏

一天一夜抢救挽回冲动的生命
本报讯 （记者郑凯侠 通讯

员王云鸿） 38岁的李军 （化名）
是四川绵阳人，在镇海定居已十
余年，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和和美
美。近日，李军因一时的冲动之
举，打破了家庭美好的氛围，也

差点毁了这个家。
李军因欠下高额债务无力偿

还，产生厌世情绪的他，有了轻
生的念头，于是偷偷喝下农药敌
敌畏。 当家人发现时，李军已

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家人立即
拨打120将其送往区人民医院救
治。

“患者送到急诊室时，我们立

即采取了洗胃、注射解毒药等急
救措施。但没多久，患者呼吸心
跳突然停止。”当日接诊的医生
说，当时医护人员立刻轮番上阵
对其进行心肺复苏，同时采用呼

吸气囊保障呼吸。经过医护人员
的不懈努力，李军的心跳和呼吸
终于逐渐恢复，但病情仍不容乐
观。

区人民医院ICU主任谭九根

会诊后，决定将李军转入ICU病
房继续治疗。“临床上针对中毒
常规用药阿托品，其剂量需要非

常精确，稍微过量则会导致患者

阿托品中毒，剂量稍不够则又会
导致病情加重。”经验丰富的谭九
根凭借精准用药，为患者的治疗
赢得先机。经过反复洗胃稀释，
李军体内的毒液逐渐减少，生命

体征趋于平稳。
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救，李军

终于醒来。得知亲人获救的消息，
早已守候在门外的家属喜极而泣。
经过医务人员及家人的耐心劝导，

李军对自己的轻生行为感到后悔，
表示会好好珍惜以后的生活。

私家车免费“体检”啦
维修工时费7折

本报讯 （记者盛柏臻 通讯

员周琪峰） 记者昨日从区运管所
获悉，3月7日至22日，我区将开
展“提高维修透明度 提升民生服
务业”为主题的维修行业便民服
务暨汽车免费“体检”优惠活动。

“全区一、二类维修企业 （4S
店为主） 将参加本次活动，届时
凡车籍在镇海的非营运小型汽车
（不含8座以上面包车、1吨以上货
运汽车） 均能在以上企业免费

‘体检’，如有故障，营业时间维
修工时费7折优惠 （事故车除
外）。”区运管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四星级以上维修企业在3月15日当
天实行200元以下的车辆保养工时

费全免，200元以上的车辆保养超
出部分工时费7折优惠。

另外，还有几家4S店将参加
延伸服务活动，于当天18时至21
时开设车辆保养作业，且保养工

时费打5折，不过车主需提前一天
预约。

活动前，参与活动的维修企
业将以手机短信、电话、电子邮
件等形式通知车主，且在活动地

点醒目位置悬挂活动横幅，公示
优惠活动内容。

活动中，对车辆检测诊断后，
企业还将出具“体检报告单”，一
旦查出车辆存在故障，征得车主

同意后将给予维修和更换配件。
“届时，车主可前来体验相应的免
费体检和优惠维修服务。”该负责
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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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160余次，超11万毫升

金浩：奉献的青春更精彩

“只要身体合适，我会继续献

血，希望帮助到更多人。”不久前，
澥浦镇汇源社区献血青年金浩在区
红十字血液中心再次捐献血小板。
金浩，出生于1978年，至今已坚持
献血15年，参与无偿献血160余次，

献血量超过11万毫升。
2001年，他第一次参加无偿献

血。那时他23岁，献血200毫升。令
他想不到的是，这个举动得到家人
与朋友的鼓励与支持，他也从中感

受到帮助别人的快乐。
2004年起，金浩几乎每月都参

加无偿献血。2004年至2006年，每
个月20日，金浩会去骆驼血站献血，
献的还是血小板，每周还会抽出时

间在鄞州区鄞江镇宣传义务献血。
同时，他还跟随宁波献血车下乡，
通过各种公益活动，捐助大学生，
为他们圆求学梦。

日积月累，年复一年，金浩一

直默默谱写着爱的篇章。在他的带
动下，亲戚、朋友也开始加入无偿
献血队伍，并参与到志愿者的服务
中。

他的奉献得到了社会的肯定，

多次获评省无偿献血特别奉献奖、
省无偿献血促进奖、市甬江杯特别
奉献奖等奖项。他还四次获得全国
无偿献血金奖。

“希望市中心血站可以建立一个

网络平台，让献血者相互交流。”金

浩表示，目前，志愿者多是来自城

市的干部职工，希望通过网络、电
视、报纸等媒体，面向农村基层，
大力宣传献血事业。同时，他建议
血站探索宣传与激励并举的路子，
动员全体市民积极献血，如给献血

量达到一定程度的市民发放健身卡、
体检卡等，让人们在献血同时，感
受到血站对献血者健康状况的关注。

无偿献血的行为改变了金浩的
人生，让他从一个平凡青年转变为

爱心志愿者。如今的他已然坚持着
无偿献血，几乎每月定期捐献血小
板。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
将更加美好。”金浩说。

教宁波话
更重要

星宿1025
女儿小时候，

我与她爸觉得普通
话重要，都对着她
说普通话，连爷爷

奶奶这样一点没普
通话基础的宁波土
著，也硬操着灵挢
牌普通话与我女儿
交流，好了，现在

女儿宁波话不会说
了，说起来能把你
别扭死，真是悔不
当初啊。

不会讲
普通话

藏头诗0627
我不会讲普通

话，根本分不清前
鼻音和后鼻音，单

单是我自己的姓名就闹过很多误

会，每次人家问我姓名的时候，
我说姓郑，他们都以为我姓陈，
但到写出来的时候，大家才知道
误会了。所以我最怕在公众场合
发言，唯恐人家听不懂，闹笑

话。但是写写一般都不会弄错
的！

吐
槽
不
标
准
的
普
通
话

从“单位人”走向“行业人”

1008名医师本月起可“多点执业”
本报讯 （记者周秉 通讯员

陈燕） “只需与所在医院打个
‘招呼’，执业医师就可在法定工
作日，每周安排一天用于多点执
业。”日前，记者从区卫生部门获
悉， 《浙江省医师多点执业实施

办法》 于3月1日起实施，执业医
师被赋予了参与多点执业的更多
自由。

市民可享受更优质服务

“多点执业办法实施后，相当
于解放了医生‘生产力’。好的专
家、医生除了在原医院坐诊上班
外，有了更自由的选择，可以到
任何有需求的地方坐诊，为更多

患者提供优质服务。”据区卫生局
医政科副科长徐志峰介绍，今后，
家门口的社区医院，民营医院等
都有可能出现市级乃至省级大医

院里响当当的专家、名医，市民

在家门口可以享受到更加优质的
医疗服务。

另一方面，医师多点执业办
法的实施，有助于鼓励好的技术
人才、团队下到乡镇、基层，进

一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的“下
沉”。

门槛更低手续更简便

那么什么叫多点执业？徐志
峰解释说，医师多点执业是指符
合条件的临床、口腔和中医类别
执业医师 （不含执业助理医师），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两个 （含） 以

上医疗机构依法开展诊疗活动的
行为。

“这一办法的实施，相当于
推动了医生从‘单位人’走向

‘行业人’。”据徐志峰介绍，其

实我省自2012年就试行了医师多

点执业，和原来的暂行办法相
比，新出台的实施办法对多点执
业医生的门槛更低，从“副高以
上”，放低到只需“具有执业医
师资格”。

同时，审批的手续也更加简
便，医师多点执业，只需到拟多
点执业地点的主管卫生部门办理
多点执业登记手续即可，无须所
在单位审批。如我区的一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邀请北仑的名医来
跨区坐诊，该医生只需到镇海卫
生局办理手续即可。

另外， 《实施办法》 还创新
性地提出，允许副高以上职称和

急救 （诊） 医学、放射、超声和
病理医技人员“自由执业”，这些
医生只要在机构的主管卫生行政
部门报备下，就可以到省内任何
医疗机构去执业。

往年境况或将被打破

据统计，自2012年试行医师
多点执业办法以来，我区每年申
请的医生不足10人，且均以退休
的中医医师为主。“这一境况或
与医生心存顾虑有关。”徐志峰表

示，原先医师办理多点执业，需
获得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的同
意。新办法实施后，取消了这一
前置条件，且明确规定医疗机构
应允许所聘医师在法定工作日，

每周可安排一天用于多点执业。
目前，我区共有执业医师

1008人，执业助理医师140人。
也就是说这1008名执业医师均已
取得多点执业的资格，且无后顾

之忧，原先每年仅近10人申请的
境况或将被打破。

记者盛柏臻 通讯员金星 戴旭光

图为金浩近照。

2014年度镇海区爱心感动人物（道德模范）
公众参与投票（报纸类）幸运奖揭晓

2014年度镇海区爱心感动人

物 （道德模范） 评选投票活动已
结束，感谢广大市民朋友的积极
参与。组委会在参与报纸投票的
市民中抽取了以下10位幸运奖：

邵玉琴 郭根法 王月琴

王苗苗 吴玉金 胡竹书
周秀卿 俞海平 黄立卿
方剑君

请获奖者于3月9日至3月12

日携带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到镇海
区新闻中心312室领取礼品，联系
人：刘老师，电话：26273982。
今日镇海APP和镇海新闻网幸运
参与者名单详见各自媒体。

镇海区爱心感动人物 （道德
模范）评选委员会

2015年3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