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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检查身体、办讲座，努力和居民成为朋友，还是不被居民接受

社区卫生服务推广喜忧参半
本报记者 聂金刚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仍有
不少市民不了解卫生服务站，有的

市民甚至不知道社区卫生服务站

在什么位置。东城街道办事处清风

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权医生说，为了

方便群众，服务站每个月都会办讲
座，可是每次去的人却不多，不少

居民看到没有年长的教授讲课，就

对服务站的医生不怎么认可。

权医生说：“居民的戒备心理

很强。”在和居民交朋友的过程

中，社区医生们体会到了这个难

处。每次社区医生上门服务，不少

居民都不开门，说是自己去卫生

服务站看病就行。时间一长，去社

区卫生服务站看病的人渐渐固定

了。

权医生介绍，由于清风小区居

住的老年人多，到社区卫生服务站

看病的也多是老年人，现在每天就

诊和买药的人只有 20 人左右。

北园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武医
生介绍说，所有人来服务站做常规
的血压、血糖、血脂、甘油酸酯等检
查都是免费的，我们这里每年给辖
区内居民做两次心电图、抽血等检
查服务，并给他们建立健康档案，

对他们的身体状况进行记录，帮助
他们了解身体状况，并教他们如何
正确的养生和保健。

家住丽景国际的穆女士说：

“这里的服务很好啊！医生说话都
很客气，我们平时没事就经常过来
测测血压，顺便聊聊天。”据了解，

穆女士今年 65 岁，最近血压有点
高，她天天去北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测血压。辖区居民去服务站的次数
多了，就慢慢地和医生都成为了好
朋友，平时聊一些家长里短的话
题。武医生说：“有一位转业军人每
次举行讲座的时候，他都会过来参
加。记得有一次我们打电话通知到
以后，他由于没有时间来参加讲
座，还专门打电话向我们请假，说
下一次讲座一定参加。也有的老人
单独跑过来和我们说一声，我们很
感动。”

武医生说：“只要我们医生对社
区居民以诚相待，把居民当家人，他
们就会认可我们的工作。”

据了解，北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负责永兴花园、天鹅花园、北小区
还有正在建设的水城国际、涌金门
小区的卫生服务工作，辖区共有
4000 户左右的居民。

本报见习记者 任小杰

在某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
的邵大夫告诉记者，社区内很多
居民都不在社区门诊购买药品，

而是选择去药店或者医院。东营
市推行药品零差率销售之后，很
多居民仍然不把社区门诊作为
第一选择。

东城清风社区卫生服务站
的权大夫说，最多的时候每天也
就十几个人来服务站买药，买的
大多是便宜并且小剂量的药品。

据介绍，东营市自 2010 年 3 月份
开始推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后，社
区服务站的所有药品都是由东
营市卫生局招标采购、统一定
价，所有药品都按进价出售。

记者在清风小区随机采访
了几位居民。某商店老板说：“我
买药一直去药店，那里药多，在
药店买药我放心。”一名散步的
老先生也选择去医院和药店买
药，“医院和药店能刷医保卡，社
区门诊不能。”一位在社区门诊
买药的女士说：“在社区门诊我
一般只买板蓝根、金嗓子之类的
药，贵的药我就去医院，毕竟医
院能刷医保卡。”

清风社区卫生服务站所在
的小区另有 3 家私人门诊，离社
区百米远的公路上还有一家益
生堂药店。尽管社区门诊的药品

都是零利润销售，但有些私人门
诊和市场药店的许多药品却是
赔本出售。比如一盒感康在社区
门诊售价 9 . 2 元，而益生堂的价
格则低了 1 元钱。

某县区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人们买药多选择医院和
市场药店，“原因很简单，医院和药
店能刷医保卡，社区门诊不能刷
卡。”该工作人员还说，医院里医生
大多开的是“提成药”，使用医保卡
购买“提成药”报销的额度会更高。

本报见习记者 王参

为每位社区居民配备一名医生已经不是梦想，现在东营市每个社区都有了卫生服务站，服务站配有专业
医生和检测仪器，基本药物也实现了零差率销售。服务站的每名医生都在努力跟社区居民交朋友，目前不少
社区卫生服务站已经做得相当好，可社区医生在推广的过程中还是存在不少难题。

2 0 0 9 年底，

东营市开始为每

个社区居民配备

家庭医生。目前，

东营市已在辛店

街道办事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等

20 个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率先开展

此项服务。

今后社区每

一个医生有自己

的责任社区，每一

位居民有自己的

家庭医生，每位医

生提供一部 24 小

时热线电话，每一

个医护团队配备

一个出诊箱，每户

发放一张《居民健

康联系卡》，每户

发放一张《社区卫

生服务优惠卡》，

一位医护人员交

1 0 个 居 民 好 朋

友。这是东营市卫

生系统全面开展

的以贴近基层、深

入群众为主旨的

社区卫生文明服

务样板工程的内

容，今后社区居民

将 1 0 0 % 享受社

区卫生服务，辖区

居民 1 0 0 % 有自

己的家庭医生。

另外，东营市

卫生局还建立了

统一的社区卫生

服务接诊、就诊、

出诊、社区责任医

生 (护士 )、双向转

诊等 11 项工作流

程，为社区居民提

供 24 小时社区医

疗热线服务。

1 月 6 日上午，记者来到了北园

社区卫生服务站。该卫生服务站是
2009 年 4 月设立，设有全科诊室、治

疗室、输液室、处置室和药房，居民可
以在社区卫生服务站实现一站式诊

疗服务。北园社区卫生服务站武医生

说：“辖区居民步行 15 分钟内就能到

达服务站。”目前北园社区卫生服务
站服务范围包括 7 个小区的 4000 多

户居民。社区卫生服务站配有两名医

师和两名护士，医师都是持有全科医
师执业证的医生，可以为社区居民提
供全面的诊疗服务。

据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

管理科唐科长介绍，目前东营市东城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有 7处，可为辖

区 8 .2 万社区居民提供诊疗服务，已
经做到了服务区域全覆盖。

提到药品价格，据北园社区卫
生服务站武医生介绍，社区卫生服

务站药品都实行零差率销售，所有
的基本药物都是按照进价销售，药
物都是明码标价，绝对不会欺骗社

区居民。她说：“社区卫生服务站就

是为了方便居民，吃药能解决问题
的，我们绝对不会建议输液。”东城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管理科唐
科长说，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药品都

是由市卫生局统一招标进药，然后

实行零差率销售。

记者看到社区卫生服务站都

有基本的检测仪器，心电图机、快
速测糖仪、观片灯以及身高体重测

量仪等设备都很齐全。为了方便居

民，卫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从上午
8 时到下午 6 时 30 分都正常上班，

节假日也不休息，目前北园社区卫
生服务站的居民建档率已经达
90%。为了提高居民的健康意识，服

务站经常办预防讲座，并且专门印

制了健康教育手册。

武医生说，卫生服务站的每

个医生都和居民成为了好朋友，

武医生称他们为“铁杆”居民。只

要有病人到卫生服务站去看病，

社区医生都会热心服务，在闲拉

家常中和居民成为了好朋友。现

在，“铁杆”居民已经有 205 人，这

些居民不管家中有啥事都愿意找

社区医生说说。“现在每位医生联

系的好朋友居民已经不止 1 0

个。”武医生翻着一小本的通讯录

介绍，她和这些居民都已经成为
了好朋友，有了这些“铁杆”居民

的支持，不管是办讲座还是搞别

的活动都能进行的很成功。

家住丽景国际小区的一位女

士正在测血糖，由于家离得社区卫
生服务站近，这位女士隔不长时间

就会到服务站检查下身体。

尽管社区卫生服务站已经实
行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可是仍

然面临竞争。不少药店纷纷降低

基本药物价格来提高竞争力，可
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药品种类较少

决定了他们在基本药物销售上的

窘境，不可能在其他药品销售中

和这些药店一较高下。

记者看到，清风小区内距离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足 100 米就

有 3 个小诊所，另外小区附近还

有 3 个大药店。清风社区卫生服

务站的权医生介绍，社区卫生服

务站本是为方便居民就诊，可清

风小区诊所多，附近药店多，离医

院又近，这些都使社区卫生服务

站的优势变小，进而降低了居民

的认可度。

另外，由于不能刷医保卡，社

区卫生服务站在市场竞争中更加

处于劣势。尽管社区卫生服务站

的基本药物都是零差率销售，不

少居民还是放弃了服务站便民的

特点，转而选择药店和医院。

相 关

链 接

在北园社区卫生服务站，医生正免费为穆女士测量血压。 本报见习记者 任小杰 摄

就医方便，药品零差率销售

设施齐全，为每位居民建档案

竞争激烈，还不能刷医保卡

老人居多，市民戒备心较强

我经常

过来测血压

我只去

药店刷医保卡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