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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平

城市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
体，也是深化医改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今
年 8月底前，我省要全面推开城市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破除以药补医，建立公立医院运行
新机制。

2016 年 5 月，漯河市被确定为第四批
国家联系试点城市，先行推开城市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一年多来，当地通过药品零
加成、挤“水分”、调价格等综合措施，聚焦
重点领域，勇于克难攻坚，推进医改向纵深
发展，有效缓解了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公立医院走向了健康发展的新道路，成
为全省唯一的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示范
市。近日，本报记者走进漯河市的部分公
立医院，在听当地老百姓讲述看病就医的
体验中，感受到了医改惠民政策带给他们
的获得感、幸福感。

药品零差率销售为看病“减负”

8月 21日，漯河市中心医院内分泌代谢
科，77岁的糖尿病患者李渭滨刚刚办理完出
院手续准备回家，这是他今年第二次住院治
疗。“这两次出院结账每次都是花了2000多
元，比去年每次出院省了1000多块。”李渭滨
说，自打患上糖尿病后就已经是医院的“常
客”了，两个月前入院就听病友们说药价降
了，结果一出院，发现真的少掏钱了。

破除以药补医，是启动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迈出的关键一步。2016年 11月 21日，漯
河市 12家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根
据医改方案，取消药品加成（中药饮片除外）
而减少的收入，以调整服务价格补偿90%和
财政补贴10%的方式给予补给。

“药品实行零差率销售，对于感冒、发
烧等常见病来说，偶尔买两三次药或许不
明显，但对于需要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
来说，确实能节省不少看病费用。”漯河市
中心医院高血压科副主任医师谢桥涛告
诉记者，以高血压患者长期服用的“施慧
达”为例，原先每盒 40元左右，降价之后每
盒 33 元；而糖尿病患者长期使用的“诺和
灵”，降价之后由每支 65 元降至 49.43 元，
每月 4 支的疗程下来，就能为患者节省
62.28 元。

“三明联盟”模式让药品再次降价

如果说取消药品加成让慢性病患者直接
受益，那么对于动辄花费上万元的大病、重病
患者来说，漯河市药品采购加入“三明联盟”的
举措，则让他们更为明显地感受到药品“二次
降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在漯河市第六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癌症
患者吴玉珍，谈起药价降低之后的看病感受，
内心充满了感激。今年 55岁的吴玉珍来自
驻马店西平县农村，2014年底被确诊为乳腺
癌晚期。随后，每月昂贵的靶向药物治疗费
用让这个贫困家庭日子变得更加艰难。就在
一家人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三明联盟”
药品的再次降价，让吴玉珍的看病负担大大
减轻。

为进一步破除“以药养医”机制，降低医疗
运行成本，从源头“开刀”治理药品“回扣”“带
金卖药”等现象，从今年7月1日起，在前期取
消药品加成的基础上，漯河市引入三明医改经
验，药品采购加入“三明联盟”，实行集中采购、
集中支付，落实“两票制”。

“这一举措的具体做法，就是以三明用药
目录为基础，同时结合南北方临床用药需求
和医保报销差异，制定出‘三明目录+增补目

录’，共有2634个品规纳入，两个用药目录相
同的部分，药品执行三明招标价格，不同部分
则实行议价、带量采购，这就为药品采购环节
挤‘水分’、腾空间，让取消药品加成之后的药
价又实现了再次降价。”据漯河市卫计委副主
任常国印介绍。

与此同时，漯河市还设立了“药品与耗材
配送结算平台”，纳入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所
有医院都必须在平台上集中采购本单位临床
所需药品，不允许单独采购目录外药品，也不
允许有新的财务支付药款行为。对于目录外
所需药品，各医院则实行备案采购，同样执行
集中支付和“两票制”规定，市医管办在收票确
认之日起30天内，通过设立的集中支付账户
完成药款结算，缩短还款周期。“这样一来，医
院采购药品只需上报计划，与药企之间不再有
直接的交易关系，切断了两者之间的利益链。”
常国印说。

据统计，漯河市药品采购加入“三明联
盟”之后，在三明平台采购可比品种平均降价
30%，集中预算带量采购可比品种国产药平
均降价41.94%、进口药平均降价5.5%、大输
液平均降价41.94%。“下一步我们还将探索
药品采购‘一票制’，即直接对药企实行集中
采购，省去更多流通环节，直接让利于民。”漯
河市卫计委主任吴书清表示。

公立医院改革实现医患“双赢”

以“破除以药补医”为切入点的改革，让当
地百姓得了实惠，而改革后的调整服务价格、落
实政府办医责任，则让当地医院迎来了硬件投
入、学科建设、医务人员薪酬待遇提升的发展。

2016年 11月，漯河市公立医院价格调
整与取消药品加成同步完成，以减少的药品
加成收入及下调的大型医疗设备检查收入为
基数，合理提升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
的医疗服务价格，特别是诊疗、手术、护理等
服务项目价格，目前已上调护理费、手术费等
5项，下调大型设备检查费6%。

“改革之后上调的医疗服务价格不增加群
众的看病负担。”漯河市第二人民医院医改办主
任韩进安说，以床位费为例，改革前，全市三级医
院床位费是28元，经医保报销后患者自付15.25
元；改革后，床位费上调至32元，但医保报销力
度也在加大，患者最终自付部分仅为10.75元。
据悉，近期全市还将实施第二次价格调整，以挤
压药品耗材“水分”为基数进行调整，门诊诊查等
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增部分纳入医保报销。

另据记者了解，漯河市财政部门目前已将
700多万元药品零差率销售补助专项资金列
入2017年财政预算。不仅如此，当地政府将
公立医院基本建设、大型设备购置、重点专科
建设等也列入财政预算并优先予以保障；设立
了500万元学科建设发展基金，重点落实对中
医、妇幼保健、精神病等专科医院的倾斜政策。

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棋落定满盘活。伴
随着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稳健步伐，建
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开展分级诊疗制度等
也在同步推进。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漯河市6家公立医院门急诊次均费用同比下
降，出院患者次均药品同比下降9.09%；12家
公立医院中有8家医院药占比小于30%，调
整的医务性收入同比上升22.71%；全市家庭
医生签约覆盖率达37.37%，重点人群签约覆
盖率达72.83%，初步完成省定目标。

透过这些有升有降的数据背后，可以看
出，公众诟病的“以药养医”问题正在得到有
效破除，医务人员薪酬待遇易出现的“灰色回
扣”变为合理的“阳光收入”，大医院运行机制
正在逐步回归公益性，一个破解看病难、看病
贵，构建合理有序就医秩序的美好愿景正在
从梦想照进现实。⑥5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刘东楠

九年的支教接力，一千多天的陪伴，郑州
大学文学院与洛阳市伊川县鸦岭一中结下了
不解之缘。这个暑假，郑州大学文学院的志
愿者们又踏上了赴约之路。

走进校园，绿树红墙、假山凉亭映入眼
帘，三幢漂亮的教学楼更是让志愿者们惊
讶。他们不由发出疑问：“学校这么好，还需
要我们来支教吗？”

鸦岭一中校长在夏令营筹备会上的讲话
让志愿者们不再疑惑。校长说：“农村经济的
发展，使孩子们的学习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但
最重要的‘软实力’依旧没有得到明显提升，
特别是艺术类课程一直是农村学校较为薄弱
的环节。”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夏令营中设立
了音乐、朗诵、书法等课程，希望艺术能为孩
子们插上梦想的翅膀。

多彩课堂，埋下梦的种子

学校虽然配有多媒体教学设备，但有些
还没正常投入使用。音乐课上，孩子们不能
从大屏幕上看到老师准备的歌词，志愿者们
就把歌词抄在黑板上；教学设备放不出歌，志
愿者们就把自己的电脑音量调到最大。一部
小小的笔记本电脑前聚着许多小脑袋，当美
妙的旋律从电脑里放出的那一刻，孩子们的
眼睛闪耀着兴奋的光芒，小小的教室里也飞
出了天籁之音。一个叫思怡的女孩说：“我特
别喜欢唱歌。在夏令营里，可以跟老师学我
喜欢的新歌！”

真诚宣讲，孕育梦想萌芽

“我们举办夏令营的目的，不仅仅是教给

孩子们知识，更重要的是开启他们的梦想，帮
助他们树立高远的目标。”在鸦岭一中张校长
的大力支持下，志愿者们利用课余时间精心
准备，为鸦岭一中的孩子们带来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宣讲会。

农村出身的志愿者小柴，用真情打动了
孩子们的心。当讲到为供自己读书，父母常
年在外地辛苦打工挣钱时，小柴不禁红了眼
眶。台下的几个小女孩也偷偷抹去了眼角的
泪。此刻的泪水，浇灌的是她们梦想的萌芽。

一个叫佳佳的女生在给志愿者的信中写
道：“遇到你们之前，我对考大学这几个字还
很迷茫。可是，现在我想好好学习，以后考到
郑州去找你们。”

爱在传承，明日嘉木可期

九年之中，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不计其

数。有一位曾在初中参加过夏令营的孩子走
出鸦岭，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今年，他作为
支教的受益者，推荐他的大学同学来到母校
鸦岭一中支教。从受益者转变为“授益者”，
这是一种爱的传承。

另一位优秀毕业生小达今年以理科
678分的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是伊川
县今年唯一一个也是鸦岭乡的第一个清华
学子。在接受志愿者们的采访时，他说道：

“初一那年，你们来举办夏令营时我没有参
加，挺遗憾的。听参加的同学说，那十几天
里他们收获了很多，开阔了眼界。”

“老师，以后我拿着你给我写的话去郑州
大学找你，你可别忘了我呀！”“老师，你们明
年还来吗？”离别时，孩子们的话让志愿者们
红了眼眶：“来，明年我还来！”

郑州大学文学院的志愿者们说，希望更多
人来做孩子们追求梦想道路上的使者。⑥5

□本报记者 温小娟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8
月22日，由河南省京剧艺术中心复排的京剧现代戏
《红灯记》亮相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接受首都观众的
“检阅”。当晚，演出结束时，现场观众报以经久不息
的热烈掌声，许多观众还跑到台上与演员合影留念。

“由此可见，只要戏好就能深入人心。大家之所
以喜欢这出戏，不仅是通过一个可歌可泣的抗日故
事激发观众的爱国情操，更因为我们演员全身心投
入的演出打动了观众。”省京剧艺术中心主任赵丽
说。

近年来，我省在加强精品剧目创作、培养青年人
才等方面下功夫，契合时代融入新鲜感，向大家展现
了京剧艺术“青春范儿”的一面。

精品力作是立身之本

河南是戏曲大省。然而，在豫剧、曲剧、越调等
三大剧种地方戏的裹挟中，仍然顽强生存的河南“京
剧”，犹如镶嵌在中原戏曲沃土上的一颗璀璨的明
珠，散发着绚丽夺目的光芒。目前，省京剧艺术中心
作为我省唯一的京剧专业表演团体，近些年打造了
一批叫得响的京剧精品，并不断加快“走出去”步伐，

“铁杆粉丝”越来越多。
22日晚，《红灯记》演出结束后，一位年近70岁

的老大爷迟迟没有退场，他眼噙泪花，“没想到河南
的京剧这么精彩，演员能够对剧中人物李玉和、李铁
梅等角色精准把握，演活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

确如老大爷所言，不论是复排的京剧现代戏《红
灯记》《沙家浜》，还是传统剧目《四郎探母》或是新编
历史剧《刘伯温》、原创神话剧《嫦娥》，省京剧艺术中
心创作的每一出剧目都深得观众喜爱。值得一提的
是，2014年创排的《刘伯温》不仅摘得河南省文华优
秀剧目奖，还入选国家“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
计划”戏曲专项扶持项目。

河南京剧缘何如此受欢迎？这来自于剧目的精
心创作和打磨，还有演职人员的同心协力。“剧院要
发展，就要有抓手，而精品剧目的打造正是这个抓
手，通过打造重点剧目、精品剧目来锻炼演员，从而
带动剧院的可持续、跨越式发展。”赵丽表示。

青年人才赢得未来

“朝气蓬勃，青春气息扑面而来。”这是很多京剧
名家来到河南省京剧艺术中心的最大感受。的确，在
该中心80多人的团队中70%是年轻人，30岁左右的
青年演员是主力军。

8月17日，记者走进省京剧艺术中心的排练厅
时看到，年轻演员们如往常一样练功。《红灯记》中

“李铁梅”扮演者董亚楠的T恤被汗水湿透，她直言
自己十分幸运，在这里，年轻人只要努力就有机会。

“千练不如一演，没有在舞台上的摔打就很难
成长。”担纲《刘伯温》《沙家浜》《红灯记》等多部戏
主演的邢鹏远深有感触，他从最初的力不从心，到
现在对舞台的把控自如，来自于舞台的历练，而这
一切都源于单位培养青年人才的战略和长远发展
目标。

“不仅要有好戏，更要有自己的人才。”赵丽说，
2014年，排演《刘伯温》时，有人提议外请一个老生
演员来主演，但最终他们果断决定让从上海戏剧学
院毕业不久的年轻演员邢鹏远担任主演，这在全国
京剧院团中并不常见。

为培养人才，河南京剧艺术中心近年来从中国
戏曲学院、上海戏曲学院等知名院校引进了24名优
秀青年演员，分别拜在19位京剧名家门下。通过拜
师学艺，这批青年演员得以迅速成长，在国内各类赛
事活动崭露头角。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乃彭认
为，如今河南京剧的生旦净丑各行当人才齐全，乐
队、化妆、舞美等阵容完整，为下一步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谈到河南京剧取得的成绩以及未来的发展，赵
丽表示：“目前，河南京剧在行业中获得了很好的口
碑，这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支持是离不开的。
未来，河南京剧的发展思路是‘出人出戏’，要在原创
上下功夫，挖掘河南的人文精神，打造新剧目。”⑥5

郑州大学文学院学子九年接力，到洛阳市伊川县鸦岭一中义务支教，志愿者们说——

我们愿做孩子梦想的使者

漯河城市公立医院改革的启示 河南京剧的
“青春范儿”

8月20日早晨，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白沙园区的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华中分中心建设项目
工地上，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工人们冒着炎热的天气正在开展紧张作业，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作为我省
重点建设项目、省十大民生工程，该项目近期已进入了工程建设的“收尾”阶段，20余家参建单位、2000余名工人在保证
施工安全、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科学调度、灵活施工，实行弹性工作制，确保工程进度平稳有序，向工程整体投用目标发起
最后冲刺。 邢永田 摄

8月 22日，患者在漯河市第二人民医院药房取药。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启动之
后，药品零差率销售减轻了百姓的看病负担。 尹红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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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8月 18日下午，由河南省福彩中心、省

慈善总会、大河报社联合举行的“福彩30年

助学子圆梦活动”资助仪式在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新闻发布厅圆满举行，省福彩中心主任

叶川，省慈善总会副秘书长姚林安，大河报

副总编辑赵红以及省福彩中心领导班子和

全体中层干部等参加了资助仪式。

大河报副总编辑赵红致欢迎辞，首先对参

会领导和50名受资助学生代表的到来表示欢

迎，并介绍，2017年，大河爱心助学平台共募

集多家企业、机构、爱心人士善款739.5万元，

救助寒门学子1239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希望更多的爱心单位加入，把爱心播种到更多

地方，让更多寒门学子感受到温暖。

省福彩中心主任叶川讲话时提出，省福

彩中心一直践行“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

发行宗旨，此次助学活动，使用 150万元福

彩公益金，对省内 300名贫苦、孤儿应往届

大学生进行帮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同时，还为全省驻村第一书记开通了助

学绿色通道，助力精准扶贫，让更多寒门学

子看到了希望。活动自6月28日启动，经过

近两个月的报名、筛选、评审、公示，迎来了

资助仪式，希望受资助的学生努力学习，用

优异的成绩回报父母，回报社会。

省慈善总会副秘书长姚林安表示，省慈

善总会成立以来，一直把支教助学作为重点

慈善项目，不断拓宽募捐渠道，逐步加大救

助力度。此次活动期间，来自全省各地的优

秀大学生报名申请，经过严格的审核评选，

确定并公示了资助名单。希望受助学生珍

惜机会和爱心款，成为国家栋梁。

接下来，受助学生代表李茹茵上台演

讲，首先感谢省福彩中心、省慈善总会、大河

报社的善举，讲述了自己接到通知书后的复

杂心情，以及助学活动让她看到希望的心路

历程。同时，表示进入大学后一定会好好学

习，用行动去感恩和回馈社会。

随后，受助学生代表上台接受爱心资助

并全体合影留念，至此，助学活动资助仪式圆

满结束。据悉，此次受资助的300名学生，将

在8月底之前通过银行卡转账收到助学金。

河南“福彩30年 助学子圆梦活动”
资助仪式圆满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