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您提个醒■政策快递

������今年内， 北京市朝阳区高龄、 重病、
失能或部分失能老人， 足不出户， 就能
免费享受到 “病床、 巡诊、 送药、 E 网”
服务。

朝阳区卫计委副主任、 新闻发言人
杨桦介绍， E 网进家庭， 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利用互联网手段， 如手机 APP、 可
穿戴设备、 移动监测设备对老年人进行
疾病管理， 为老人提供预约挂号、 线上
咨询等线上服务； 送药进家庭， 因生病、
骨折等情况导致下楼困难或者失能、 半
失能老人， 在和家庭医生签约后， 其家
人可通过互联网将老人病情发给社区医
生， 医生开出处方后， 由专业的医药配
送公司免费将药品配送到家； 上门巡诊，
当老人病情加重时， 医生会上门巡视诊
疗。 当老人需要连续医疗服务， 比如手
术出院后需要每天通胃管 、 换尿管等 ，
就需要建立 2-3 周的治疗型家庭病床 。
一些有住院需求的患者， 社区医院床位
不够时， 也可考虑在家中设置家庭病床，
享受和医院相同的医疗服务， 医生、 护
士会定时上门巡诊、 护理， 进行病房式
管理 ， 这就是病床进家庭 。 杨桦表示 ，
家庭病床不收床位费， 其余花费与在医
院住院一样， 可纳入医保报销。

（北京日报， 10.11， 刘欢 /文）

■医改动态

■健康故事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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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云南省政府法制办就
《云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修订草案）》 （下称 《修订草
案》） 再征民意， 此次， “带薪
陪护假” 被写进 《修订草案 》，
其中提到： “独生子女的父母年
满 60 周岁， 患病住院治疗期间，
用人单位应当支持其子女护理照
料， 并给予每年累计不超过 15
天的护理时间， 护理期间享受与
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二孩政策已实施近两年， 但
对独生子女家庭而言 ， 并不是
“完成了历史使命” 那么简单 。
当更多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进入
中老年阶段， 这些中老年父母的
养老陪护问题， 特别是独生子女
家庭父母生病护理问题， 直接牵
扯着这些家庭的精力和情感。 云
南省 《修订草案》 无疑对解决这

一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独生子女家庭所面临的养

老问题， 对于中老年人及其子
女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子女
只存在于通讯录、 影册上， 是
不少独生子女家庭的现实写
照。 《修订草案》 给予独生子
女带薪陪护的制度保护， 既减
轻了子女的经济负担， 也减轻
了子女的精神负担， 对于稳固
家庭、 消除家庭养老困难是雪
中送炭之举。 这份对独生子女
家庭的关照， 体现了落实关照
老年人的法治精神， 更体现了
一种人文关怀。

从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修订以来， 关于老年人权益保
护的问题， 越来越受到各方关
注。 但囿于缺乏地方立法的支
撑 ， 法律断层的出现 ， 使得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处于孤掌难
鸣的境地， 云南省此次出台 《修
订草案》， 抑或是之前河南、 黑龙
江等地出台的带薪陪护地方法规，
无疑是落实和完善了老年人权益
保护法律体系。

地方法规， 是对 《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 的丰富和夯实， 当然，
也囿于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条
件所限， 在带薪陪护的适用范围
上可能存在一定差距， 但这也正
是一个完善的契机， 以此凝聚更
多陪护老人的社会共识。

一枝独秀不是春， 百花开放
春满园。 老年人权益以及独生子
女家庭的现实困境， 需要得到全
社会的关注和呵护 。 带薪陪护 ，
当在立足时代需求和符合实际情
况之下， 推而广之。

（光明网， 10.18， 张立 /文）

独生子女带薪陪护假应推而广之

������近年来， 江苏省发展“医养融合
推进工程”。 在南京市建邺区泰乐城
优养全护之家， 养老院、 护理院、 老
年俱乐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互相
融合， 打造“养老综合体”。 它不仅
为老人提供养老的基础服务， 还提供
专业化的医疗服务， 同时通过文化娱
乐活动丰富老人的晚年生活。

（新华社， 季春鹏/摄）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 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深化审
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
械创新的意见》 指出， 禁止医药
代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 禁止向
医药代表或相关企业人员提供医
生个人开具的药品处方数量。

意见明确， 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须将医药代表名单在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指定的网站备案， 向
社会公开。 医药代表负责药品学
术推广， 向医务人员介绍药品知
识 ， 听取临床使用的意见建议 。
医药代表的学术推广活动应公开
进行， 在医疗机构指定部门备案。

意见指出， 医药代表误导医
生使用药品或隐匿药品不良反应
的， 应严肃查处； 以医药代表名
义进行药品经营活动的， 按非法
经营药品查处。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副局
长吴浈表示， 此次出台的意见针
对当前药品医疗器械创新面临的
突出问题 ， 着眼长远制度建设 ，
是一份重要纲领性文件。
（新华社， 10.9， 胡喆、 毛振华 /文）

养老综合体
快乐享晚年

������小伙子吃完烧烤， 又灌下 2 瓶饮料，
凌晨突然被一阵腹痛惊醒， 强忍了 1 个多
小时后晕倒， 被酒店老板送到医院才知是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长达 5 米的小肠已
坏死， 不得不手术切除保命。

22 岁的小周在武汉一家广告公司上
班， 一日三餐都点外卖。 特别爱吃肉的
他， 隔三差五就和朋友约着去吃烤肉和烧
烤， 平时把碳酸饮料当水喝。 10 月 9 日
晚， 小周在一家酒店附近吃了烧烤后， 又
灌下了 2 大瓶可乐， 睡到凌晨 1 点， 突然
被一阵阵腹痛惊醒， 强忍了 1 个多小时
后， 他不停地恶心呕吐， 肚子持续刀割般
疼痛， 之后便失去知觉。 幸亏及时被人发
现， 将他送到武汉市第一医院急诊科。

管床医生吴文良说， 小周送到医院时
血糖 “爆表”， 被判断为 “糖尿病酮症酸
中毒”， 病情极其危重。 手术时， 医生打
开小周的肚子一看， 6 米长的小肠， 已有
5 米发黑坏死。 “幸亏送医及时， 手术后
对他生活不会有太大影响。” 该院胃肠外
科一病区主任邵永胜说， 小周爱喝饮料爱
吃肉， 作息时间极不规律， 几乎从来不运
动， 正是糖尿病青睐的人群。 他解释， 血
糖长期处于高渗状态， 会使微小血管发生
病变， 小肠上恰好分布着很多毛细血管，
一旦缺血很容易发生坏死。

邵永胜表示， 近年来糖尿病的发病人
群逐年攀升， 越来越年轻化， 每年的体检
一定要关注血糖的变化， 一旦超标应及时
干预， 以免出现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

（武汉晚报， 10.23，
刘璇、 严睿、 彭夏丽 /文）

“糖小伙”爱喝饮料吃肉
小肠坏死险丢命

禁止医药代表卖药

������20 来岁的陈仲 （化名 ）
是一名专业羽毛球运动员 ，
日常训练都有队医 “保驾护
航”， 没想到一次猛力扣杀，
竟然导致 “肚穿窿”！

在一次训练时， 陈仲拼
尽全力想了解极限， 于是猛
力扣杀， “我好像听到了右
下腹 ‘啪 ’ 的一声裂开了 ，
当时不是很痛。” 陈仲说， 训
练结束后一看， 肚子上鼓出
一个 3×5 厘米的小包， 到医
院急诊一看， 原来是疝发病。

广东省人民医院普外科
副主任医师胡世雄表示， 有
一种疾病， 每名男性一生得
病概率达 27%， 且该疾病很
“偏爱” 运动爱好者———那就
是腹股沟疝。 胡世雄解释说，
人体的耻骨内侧的腹股沟处，
是人体唯一一处没有一点肌
肉保护的地方， 只有 3 层膜：
腹膜、 腹横肌膜和腹外斜肌
腱膜。 人类直立行走， 导致
腹股沟区承受着内脏施加的

压力， 腹膜容易破损。
患病率最高的当属老年男

子， 因为男子到了老年， 腹壁
更像 “穿旧洗破的衣服”， 肌
肉薄弱， 因此 60 岁以上的男
子患病率超过 50%。 而女性
比男性少长疝， 是因为先天腹
部比男性致密。 但当怀孕后，
腹部受压过大， 也会撑薄甚至
撑破腹壁， 为发病埋下病因。
运动员之所以更多疝发病， 则
多因为突然的极限拉伸动作，
比如扣杀、 猛力扭腰等。

胡世雄指出 ， 对普通人
而言 ， 很多状况可导致腹压
升高， 所以也是疝高发因素。
比如慢性支气管炎等导致长
期咳嗽 ， 长期便秘导致反复
用力鼓腹 ， 肥胖 、 有前列腺
肥大等疾病等 。 胡世雄称 ，
疝气是无法自愈的 ， 外科手
术是目前医学界公认的唯一
有效的治疗方式。

（广州日报， 10.19，
何雪华、 张丹娜 /文）

北京朝阳区失能老人
将享巡诊送药到家服务羽毛球运动员猛力扣杀

竟然导致“肚穿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