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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覆盖全省

家家庭庭医医生生不不等等同同于于““私私人人医医生生””

本报记者 陈玮 陈晓丽

身体不舒服，打个

电话家庭医生就上门

26日上午9点20分，济南舜
园社区卫生服务站主任卞建功
和主管护师张静按照预约时
间，准时赶到了小区居民廉大
娘家里。这时距离廉大娘吃完
早饭刚刚过去了两小时，正是
测量餐后两小时血糖的时间。

廉大娘今年91岁了，是一
位心脏病和糖尿病患者。自从
2016年7月底舜园社区卫生服
务站运行，她与社区家庭医生
服务团队签署了家庭医生服务
协议，并成为舜园社区卫生服
务站的重点群体。廉大娘挂号、
看病有了固定的医生护士，团
队还不定期上门巡诊。

“血糖1 2 . 4，血压1 4 0 /
75。”张静为廉大娘测量完后说
道。廉大娘患有糖尿病，一直在
服用降血糖药，这两天自己测
量的血糖水平超过了14，想调
整服药剂量。仔细询问了廉大
娘当天早餐和身体情况，卞建
功宽慰道：“大娘，在您这个年
龄，指标控制在这个水平挺好，
不建议您增加药量，再观察一
段时间吧。”廉大娘这才放下心
来。

对廉大娘和她的家人来
说，家门口的“家庭医生”让廉
大娘少跑了路。“没有家庭医生

之前，像是做检查、调整药物，
碰到点问题就得带着老人去医
院，来回折腾老人也遭罪。”廉
大娘的家人说。自从2016年7月
底舜园社区卫生服务站运行、
与居民签署家庭医生服务协议
以来，这些事家门口就能办成，
廉大娘基本没再去过医院。

截至2017年，山东省家庭
医生签约已覆盖近5000万人，
占全省人口的47%。全省3277
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了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组建家庭医
生服务团队2 . 3万个。

家庭医生更了解

签约人员的身体情况

廉大娘是山东签约家庭医
生的其中一员。2012年,山东省
开始在城市社区和农村推行以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为主的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家庭医生
签约居民自愿,以老年人、孕产
妇、儿童为重点人群,由家庭医
生团队负责签约居民的基本医
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服务。

不过家庭医生并不等同于
“私人医生”，除了给失能、半失
能等特殊患者提供特需上门服
务，更多的是家庭医生依托团
队服务模式，给居民提供诊疗
或健康指导、康复指导。家庭医
生团队签约后就会固定负责签
约人群的诊疗等服务，不再像
之前看病进行随机挂号。

就在廉大娘接受巡诊的同
时，79岁的李桂英来到济南市
天桥区泺口街道办新城社区卫
生服务站，在智能排队系统前，
选择了挂号“家庭医生郇斌”。

这是她签约的家庭医生团队，
在这个团队里，有一位医生、一
位护士、一位药剂师和一位公
共卫生服务人员。

“郇大夫，我的手一大早就
发麻，跟上次情况差不多，你给
看看怎么回事啊。”郇斌熟悉李
桂英的情况，她患有高血压、糖
尿病等，初步判断是糖尿病的
症状，经过心电图等一系列检
查后，郇斌给李桂英开了静脉
注射，两个小时以后，李桂英的
症状就消失了，郇斌建议她有
时间去医院拍个CT。

在郇斌看来，家庭医生的
签约，让医生更了解签约人员
的身体情况。李桂英离开后，郇
斌把这次的诊疗记录一一登记
在她的电子档案中，在这份档
案中，可以看到她的健康管理、
随访记录、诊疗记录、转诊记录
等。“有时老人出现症状，签约
医生凭借着对病人的了解，会
很快作出判断，在日常管理中，
也会加强相应的监控。”郇斌
说。

一天之内，住上了

三甲医院的病床

李桂英输液时，门诊楼后
的中药针灸诊室排起了长队，
省立三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白田
雨正在坐诊。作为医联体单位，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中医科都
会到新城社区卫生服务站。

卫生站主任吴冬梅介绍，
签约人员在卫生站进行体检
后，结果由省立三院专家分析，
并进行汇总，共性问题会由专
家到卫生站举行讲座，特殊的

情况则由医院专家和家庭医生
对接，了解病人平时的身体情
况，制定相关方案，让签约人员
的治疗更有针对性。

而基层医疗机构看不了的
病，在家庭医生的对接下，可以
直接联系上级医院转诊。今年7
月16日，家住新城社区的赵爱
国突然胸闷，找到了签约医生，
经过心电图等检查，确定心梗，
再加上前几天赵爱国刚犯了同
样的症状，医生决定进行转诊。
医生联系了省立三院的社区工
作服务部，确定了转诊科室心
内科室，开具了转诊单，交给了
赵爱国的家属，让赵爱国到省
立三院直接找对接人联系。赵
爱国当天顺利住院。

为了满足居民的就诊需
求，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和舜园社区卫生服务站之
间已经开通了双向转诊绿色通
道，“经我们初诊，确实需要到
上级医院继续就诊的患者，到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可以实现快速就诊和住院。”卞
建功说道。

但是，医院医疗资源的紧
张，也制约着双向转诊的实现。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副院长刘伟说，目前医院正尝
试通过远程会诊、远程指导等
方式解决医院医疗资源紧缺情
况下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支持。

家庭医生升级，要

改善基层人员待遇

在新城社区卫生站，还开
启了网上签约和问诊服务，在
郇斌的手机医生端，就收到了

一位26岁签约者的在线咨询，
询问手上密密麻麻的疙瘩怎么
处理？在观察了患者发来的照
片，询问相关症状后，郇斌建议
他去药店买湿疹膏，几天后，患
者的症状就得到了有效的缓
解。

规划提出，进一步拓展和
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基
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和健康
管理有机整合，为签约对象提
供综合、连续的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新城社区卫生服务站在
基本公共服务包之后，还推出
了个性化套餐，比如高血压初
级包、糖尿病初级包、健康管理
初级包和高级包等，制定相应
的费用。“但使用人数并不多，
目前大概200余人购买，很多是
子女买给老人的服务包，还有
企业为员工购买健康管理包。”

而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
刘伟认为，未来的家庭医生将
会借助各种信息化平台和信息
化服务手段，为居民提供更丰
富、更贴心、更周到、更细致的
集医疗、保健、康复为一体的、
综合性的、连续性的、全生命周
期的服务。

服务的升级离不开人才
的支撑。家庭医生的签约，让
医护人员的工作量也大幅提
升，郇斌说，工作日坐诊随
访，几乎没有时间将诊疗记
录录入档案，只能利用周末
的时间进行。在卫生站，医护
人员要巡诊、坐诊、接来电咨
询电话，重要人群还要一一
落实巡诊结果，了解他们的
身体情况和动态。“家庭医生
签约以来，患者的数量比以
往多了一倍，责任压力都加
大了。”吴冬梅说，“希望能够
落地相应的政策，改善基层
医 疗 人 员 的 待 遇 和 工 作 环
境。”

刘伟也表示，基层医疗人
员短缺，也是家庭医生签约工
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基层医
疗机构人才缺乏、服务能力不
足，与居民的服务需求存在较
大差距，签约依从性低。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一方
面重视社区人才招聘和引进，
另一方面对在岗医生通过全科
医师规范化培训或转岗培训，
提高全科医师服务水平，针对
长期居家护理服务需求对社区
护士进行了专项培训，社区医
护人员服务能力不断提高，开
展的服务项目不断增加。”刘伟
说。

《山东省医养健康产业发
展规划(2018-2022年)》提出，深
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
2020年，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制度全覆盖。支持各地结合
实际，创新服务模式，丰富签约
服务内涵，拓展个体化健康管
理、社区医疗和双向转诊，促进
家庭签约服务智慧化。

济南舜园社区卫生服务站医生到小区居民家中巡诊。 本报记者 陈晓丽 摄

④

8月每周一上午

省省千千医医儿儿科科举举办办儿儿童童生生长长发发育育免免费费义义诊诊活活动动
常常听到家长们倾诉如此

困扰：孩子上学总是坐在第一
排，因为太胖常被别人嘲笑，

“小鸡鸡”比同龄小，刚上小学
就已经开始青春发育了，已经5
岁了还尿床……这些都是常见
的儿童发育异常，需要及时到
专业科室就诊。

为了孩子有一个健康快乐
的童年，消除生长发育异常带
来的生理及心理障碍，山东省
千佛山医院儿科内分泌专业及
肾脏专业将在8月份举办“关爱
儿童，快乐成长-儿童生长发
育暑期免费义诊”活动。届时，

小儿内分泌专家、小儿肾脏专
家将现场坐诊，详细讲解生长
发育过程中遇到的矮身材、肥
胖症、性早熟、小阴茎、遗尿症
等问题。

义诊内容：
1 .免挂号费，提供免费疾

病咨询；
2 .身高低于正常同龄儿童

第三百分位数者，免费拍摄骨
龄片；

3 .专家普及生长发育的知
识。

活动时间：
2018年8月每周一上午8：

30-11：30(8月6日、8月13日、8
月20日、8月27日)

活动地点：
千佛山医院门诊楼1楼大

厅病人服务中心
义诊对象：
有矮身材、肥胖症、性早

熟、小阴茎、遗尿症等发育异常
问题的儿童和青少年。

联系方式：
电话：0531-89268055、

0531-89268240
专家介绍：
1、王红美，主任医师，医学

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儿科主

任兼小儿血液内分泌科主任、
儿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主任。从事儿科临床工作20余
年，对小儿呼吸、消化、血液、内
分泌、肾脏疾病的诊治有丰富
的经验。

2、程娜，主治医师，医学博
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风湿

免疫疾病和肾脏疾病。
3、冯潇雨，医师，医学硕

士、小儿遗传代谢疾病中级遗
传咨询师，擅长诊治小儿内分
泌疾病及小儿遗传代谢疾病。

4、张荣军，医师，医学硕
士，擅长诊治小儿内分泌疾病
及小儿遗传代谢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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