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修订后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和《铁路旅客运输办理

细则》1 日起开始执行。新规要求，普通列车火车票改签须
在开车前办理。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赶不上普通列车，车票
将作废。网友魔力海表示，乘客没赶上车，车票就作废，可是

乘客提前到了车站火车晚点了，却不见铁路部门给予补偿。

这么看来，延误火车票作废就是霸王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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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零时许，宁夏吴忠市市委、市政府向新华社记者通

报，决定纠正利通区公安分局跨省刑事拘留王鹏错案，并处

理了有关责任人。

一周声音

只许火车晚点 不许乘客迟到？

公器不能成工具！

——— 近日，来自湖南的 24 岁青年戴海飞在北京市海淀区成
府路的一个大院里，打起了一个“蛋形”小屋，作为自己的蜗

居。戴海飞介绍，“蛋形”小屋成本约 6400 元，他已经在小屋

里住了快两个月，没有了房租的负担。网友火星说，城管所

到之处，那是风卷残云！犹如蝗虫一般啊！哎，一报道这哥们

又得找房子去了……

“蛋形小屋”属违建应拆除

——— 近日，媒体称武汉黄浦人家-长江明珠经济适用房小

区建在污染土壤上，存在环境安全隐患。 2 日武汉政府召

开发布会，回应质疑称根据专家论证结论：该工程全面完

成后可保证居住区的环境安全。

“污染地上建经适房”不影响居住

中医界正在面临一场危机。

诞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的县级中医院，曾经寄托着中医人的梦想，然而，随着患者的不信任，从业

者人数锐减，人才严重流，潍坊辉煌一时的几个县级中医院，未到而立之年就开始陷入惨淡经营的尴尬

处境。

从数年前开始，潍坊的部分县市开始或将中医院并入人民医院，或鼓励社会资金购买股份，或由人

民医院控股管理，试图以种种方式拯救“病危”的中医院，但前途依然未卜。

——— 11 月 28 日下午，河南平顶山学院大三女生遭轿车撞

倒后死亡，事后车主逃逸。数百名平顶山学院的学生自发排

起“人墙”，保护女生的尸体及事发现场。12 月 1 日晚，肇事

司机被抓获。

可惜了，他爸不是李刚

——— 海关总署 12 月 1 日称，每天在深圳、拱北各口岸往返
带货的职业“水客”达在 8000 人以上。当前职业“水客”在走

私团伙操控下，进行着“蚂蚁搬家”式的走私，其性质几乎等

同于有组织偷运。

每天 8000 人在口岸频繁走私

昌邑样本：

中医院没了？

昌邑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李

志宏，在不久之前完成了职业生涯的轮

回，这位省中医药大学毕业的中医高才

生，曾于 1988 年从人民医院调入刚刚成
立的中医院，并很快成为该医院中医科

的主任。

现在他回来了，一起来的还有 200 余
位中医院的同事，就在去年的 2 月份，在

当地政府部门的主导下，他所在的昌邑中

医院被并入昌邑市人民医院，所有的医护

人员全部转为人民医院职工，整个中医院

仅剩一块招牌，挂在了人民医院的南大
门，原中医院的病房楼也不要了。

谈起中医院的职业生涯，李志宏摇

头苦笑，他说中医院在组建之初就面临
困难，资金不足，医护人员也是参差不
齐，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医院的经营还是

愈加困难，他所在的中医科更是看不了
多少病人。

“医院一开始就是中西医结合的路

子，而且西医占据主导地位，我们中医科

的医生占不到全院的十分之一，主要是

病源不足”李志宏说，“传统的中医特点

是‘廉价、方便、依靠经验 '，经营性收入

有限，这与现在的市场化形式完全相悖，

出现这个结局是正常的”。

昌邑人民医院院长孙正凯对各医院

合并之前的状态印象颇深，部分医院因

为各种原因，经营出现困难，不但职工的

工资得不到保障，连日常的水、电支出都

有困难，为了增加收入，甚至出现争夺事

故病人的现象。

“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才决

定合并”，孙正凯说，“涉及中医这块，整
合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振兴中医不能光

喊口号，关键是得有资金支撑，连医生

自己的生存都保障不了，何谈治病救

人？”

被并入人民医院之后，李志宏和其
他四名同事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环境实

现他们的理想，为了发扬中医，该医院

最新成立了拥有 20 个床位的中医病
房。

而孙正凯也有了新的任务，他要作
为昌邑中医院的院长去济南参加即将召
开的全省中医院长会议。

昌乐样本：

企业输血拯救？

如果不是门诊楼上方“昌乐县中医

院”这六个醒目的大字，很难让人想象

这是一所县级的中医院，宽敞明亮的候

诊大厅、干净整洁的就诊病房，再加上

投资 1 . 5 亿元，明年就将投入使用的 22

层病房大楼，都在昭示着这所医院的雄

厚实力。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6 年之前的

成功改制，当时由乐港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注入资金，双方共同组建了新的中医

院。”医院的办公室主任陈献春说。

陈献春就是在改制之后进入的医

院，此前的他在乐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主管单位县供销社上班，和医院扯不上

关系。但在乐港集团注资成为大股东之

后，医院的实际管理权已经转到企业一

方。背靠大树好乘凉，肉鸭生产加工业

龙头的乐港集团现有总资产 15 亿元，

年产值近 20 亿元。

陈献春和其他两名公司员工也来到

医院，分别担任办公室主任、财务科长
和药剂科长，掌握了医院的人力资源、

财务和药品收购。整个医院的管理模

式，演变成董事长领导下的院长负责

制。

作为仍在中医院供职的老员工，现

任的副院长张乐启见证了中医院改制前

后 10 余年的巨变，对于那个县级中医

院普遍低迷的年代，他如今已不愿意回

忆，但是针对中医面临的困境，他感叹

当时中医院们的遭遇大都雷同，虽然大

家从一开始就是中西医结合。

如今，在转变为“民办非营利性医

疗机构”之后，昌乐中医院开始重新焕

发生机。在昌乐县卫生局一位负责人看

来，原先的中医院受困于机制不灵活和

病源缺乏，经营上确实出现困难，改制

之后，新中医院在人权和财权上的自主

权进一步扩大，在引进人才方面更加灵

活，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不少

其他医院的医生都先后投奔了中医院。

作为目前日常事务的负责人，老中

医出身的院长孟凡霞对于改制有着自己

的看法，在她看来，在引入社会资本之

后，中医院的发展仍处在一个探索期，

对医院的前景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目

前还无法定论。

临朐样本：

成了别人的孩子？

成立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的临朐县

中医院，曾经承载着“中医人”的厚望，但

最终她仍陷入困境，2007 年夏天，在当

地政府部门的主导之下，当地人民医院

出资控股，成为了中医院的“监护人”。

作为医院的老职工，护士曹芳(化

名)曾经经历过那段最黑暗的时

光，由于经营不景气，医院的运行

步履维艰，在被控股之前，医护人

员的养老保险已停交好几个月，

工资也拖了至少两个月。

更为可怕的是，经济上的持
续困难，让绝望的心理开始在职

工们心中蔓延。曹芳回忆，当时

医院的管理层已无力扭转局面，

职工们人心惶惶，部分医术高明

的医生开始另谋出路，剩余人员

也开始丧失希望，几乎没有人还

能把全部精力放在治病救人上。

而且，为了讨要工资，医院

的职工还曾经集体去主管部门反映情况。

“当时职工的日子过的确实很苦，已经有两

三个月发不出工资，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关

部门找到了我们”，临朐县人民医院文明办主任

王鹏说，“目前中医院仍然保留，对我们来说就
相当于多了一个孩子”。

据王鹏回忆，在人民医院入主之前，中医院

曾经在 2004 年有过一次改制，但当时没有引入

任何外界资本，仅仅是靠职工们入股，但事后证

明，这次改制没有达到预想中的效果，后面的几

年，中医院的经营逐渐陷入困境。

按照双方的约定，中医院仍然保留称号，但

医院的院长是由人民医院的院长王乐华兼任。

为了彻底改变中医院的管理状况，控股方

人民医院调整了新中医院的领导层，

分别抽调了骨外科、脑外科和门诊科

的主任到中医院担任了副院长，经过
2009 年人事变动，原人民医院的门诊

科主任张卫东担任了中医院的常务
副院长，主持中医院的日常工作。

县人民医院的院长王乐华说，在

控股之前，中医院的经营状况确实令

人担忧，人才不断流失，综合效益持

续下降，职工的养老保险和工资福利

无法保证，已经造成不好的社会影

响，人民医院控股之后，已经制定了

发展规划，希望能够走出一条发展

的新路。

县级中医院“救亡样本”
文/本报记者 庄文石 片/本报记者 吴凡

“在当前的情况下，兼并对

于中医来说也算是一条出路，起

码可以集合两家医院的力量共

同将其发扬光大，”

——— 昌邑人民医院院长孙正凯

说，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中医

要想长足发展，必需政府强有力
的政策支持。

发展能力不足的弱点仍然

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而被放大。

——— 昌乐县中医院副院长张乐

启认为。

“现在，最大的好处就是可

以实现资源共享，有时候这边的

病房太忙，例如产科病房，可以

把病人送到中医院，另外，在做

各种检查方面，也可以在这边开

了单子，到那边去检查，减少排

队时间”。

——— 临朐县人民医院文明办主

任王鹏说目前最重要的就是通

过交流学习的手段把那边的水

平带起来，让职工们能够看到希
望，安心工作。

号脉

在昌邑市人民医院
新成立的中医病房，医

生们正在为病人进行针

灸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