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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和患者是战友，共同的敌人是疾病”系列报道

曙光社区的光光头医生到底怎么样？

对随访的老年患者了如指掌
有时候比儿女还叫得应嘞
记者 殷军领
!! 月 !" 日，快报报道了《我们社区的光
光头医生 态度毛好毛好 工作太忙三十好几
还没对象 你们好不好给他介绍个姑娘儿》，
这几天，有好几位读者打进 #$!%%%%% 问：曙
光社区的光光头医生到底怎么样，我有女孩
子想介绍给他。
当天下午，我们来到曙光社区卫生服
务站，见到了这位居民赞不绝口的“光光头
医生”。

社区两个全科医生
一天接待七八十人

复诊疾病，
指导服药，以及作一些健康教育。
一有空，
周医生就要整理健康档案。居民健
康档案的建立途径有两个，一个是每次病人来
看病结束后，医生会把患者的最新情况补充进
健康档案，
另一个是患者去市属大医院看病，
系
统会把他们的病史传到社区医生电脑上。
对上门随访的老年病患者，周医生了如指
掌，只要一看到名字，就晓得这个人的生活习
性，比如吃得咸不咸、睡得怎么样，以及最近身
体状况。
每个星期，周医生都会到几位签约患者家
里看看，除了常规体检，还会给他们按摩按摩，
聊聊天。

光光头医生叫周志平，
&' 岁，曙光社区 光光头医生凭从业经验
卫生服务中心全科门诊的责任医师，管理范 对预防老年病的五点建议
围包括求是村 ! 到 # 幢居民 !%%% 多人，其中
周志平老家衢州，
"%%% 年中专毕业后只身
老人占七成。现在他签约随访的高血压患者 来到杭州，
先是自考了浙江大学医学院，后来又
有 !'$ 人，糖尿病患者 (" 人，其他慢性病患 参加成人高考，拿到浙大本科文凭，
之后考取了
医生从业资格证、全科医生执业资格证，
者四五十人。
$ 年前
!" 日下午，小雨，来卫生服务站的老人 当上了社区医生。
不太多，周医生正在整理居民健康档案。
$ 年的社区医生经历，让他积累了不少预
白大褂，无框眼镜，说话时面带微笑，周 防老年病的经验。
老年病主要包括心脑血管及胃肠道方面的
医生看起来蛮文气。
糖尿病、
冠心病等，
预
周医生现在是曙光社区的名人，') 岁的 疾病，最常见的有高血压、
魏大伯一进门就喊：
“小周，我有点不舒服，
你 防胜于治疗。周医生建议，只要坚持做好五件
事，
就可预防这些疾病。
给我量量血压。”
绑好血压计袖带，戴上听诊器：
“!&$、("，
一、
合理饮食。预防老年病，
饮食上应坚持
血压有点高，大伯老酒不好再喝了，
降压药吃 “一多三低”，
“一多”就是多吃新鲜水果和蔬菜，
完没有？每天走多少步？……”
每天新鲜蔬菜不少于 # 两，水果 " 到 * 两，差不
“保列治一天一次，每次一颗，哈乐今天 多一个苹果的重量；
“三低”就是低糖、低盐、低
没药了，等到了我马上通知你。”
这两种药都 脂肪，每天食盐摄入量最好在 ' 克以下。
是治疗前列腺炎的，
二、适量运动，最好是有氧运动，不但能增
(( 岁沈大伯每周都会到
社区医院复诊。
强心肺功能，
还能降血压。散步、慢跑、
太极拳、
“小便淋漓，血压偏高。”周医生在沈大伯 骑自行车、
游泳都是很好的有氧运动。
病历卡上写上复诊结果。
三、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戒烟戒酒不熬
类似的门诊，是周医生每天工作的重点， 夜。现在年轻人工作生活压力大，很容易养成
曙光社区卫生服务站有两位全科医生，一天 吸烟喝酒的习惯，
加上作息不规律，
年纪大了很
要接待七八十个病人，主要是检查血糖血压， 容易患高血压、心脏病。

记者 朱丹阳 摄

四、
保持心情舒畅，
避免情绪激动以及过
度紧张、
焦虑。很多老年人其实血压蛮稳定，
但一遇到哪里不舒服就怀疑是不是生病了，
其实很多高血压是长期情绪紧张造成的。
五、
定时体检，
发现疾病及早就医。

+,- 球星詹姆斯。他体力好、步伐灵活，司职控
球后卫，球场上人称“跑不死”。
说着，
周医生脱掉白大褂，给我们展示了一
下。只见他握紧拳头，眉头一皱，鼓起粗壮的肱
二头肌。“他练过拳击，姑娘跟他，很有安全感
的。”同事缪医生说。
有时候比儿女还叫得应嘞
在曙光社区老人心里，周医生是大家的“半
我要有姑娘儿一定嫁给他
个儿子”，
“有时候比儿女还叫得应嘞，
我腿脚不
他一个电话马上就到。”
黄
三十好几了还没结婚，周医生归结为自 好，有时候出不了门，
“我要有姑娘儿一定嫁给他，
己的形象不好，
“因为这里！”他指指自己的 阿姨乐呵呵地说，
以后看病都不用去医院了。你们一定要给他介
“光头”
说。
但这不妨碍周医生成为运动达人。他个 绍个好姑娘儿！”
听黄阿姨开他玩笑，周医生有点不好意思。
头不高，
跑起来相当快，当年曾获学校百米短
他说对姑娘儿没有特殊要求，只要心地善良，理
跑亚军。
现在篮球是他最喜欢的运动，最喜欢 解支持他的工作就行了。

最美风景就在身边
最美浙江人图片展 昨起至 !" 月 # 日在浙图展出
记者 魏奋

自从去年 !% 月浙江省委宣传部专题部署
全省开展“发现‘最美浙江人’
、争做‘最美浙江
本报讯 为宣传一批近年来涌现的“最美 人’
”主题宣传活动以来，全省上下各行各业
“最
浙江人”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由浙江省委宣 美浙江人”
层出不穷，他们传递了道德建设正能
传部主办的“最美激发梦想·最美浙江人”图 量，
唱响了中华民族正气歌。
片展，昨天起至 !" 月 & 日在浙江图书馆一楼
昨天上午，#& 岁的退休教师余顺昌特地坐
展厅举行。
着公交车从三墩赶过来看图片展，他仔仔细细
本次图片展由“亲切关怀”、
“美在瞬间”、 地看着每一张照片，感慨地说，
“社会就需要他
“美在责任”、
“美在奉献”
“美在善良”、
、
“抗击 们这样的人”
。
‘菲特’中的‘最美浙江人’”等板块组成。展厅
现场还有不少大学生，一大早就成群结伴
内，
(* 位“最美人物”、&'% 余幅（组）照片，形 而来，接受“最美”熏陶；还有年轻的爸爸妈妈
们，带着小朋友，
两代人共同领略“最美”
精神。
成了一道长长的“最美风景”。
每一幅照片，都讲述着一个美好的故事；
每
他们中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吴菊萍、吴斌，
都激发人们向善的力量。图片展进一
也有新近涌现的抗击“菲特”
“最美浙江人”群 一个人物，
像、因救人不幸遇难的平阳好干部王青意和 步唱响了“最美声音”，扩大了影响力和感召力，
“最美”，加入
“最美”
，
从广泛发现
蔡福想。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但都有一个共同 让更多人认识
，让每
点，就是在平凡中见伟大、在朴实中见崇高，“最美浙江人”到人人争做“最美浙江人”
位浙江人都能成为“最美精神”
的践行者。
是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的生动诠释。

!"#$%&'()*+,-./0
     
    !  
 !  "

!!!!!!
!

 

"!"#$ " %&'(
!!!!!!! !
)*+, # %-./01)2 $ %-03/2
%& %-4567 %& %&892 $ %&:;2 $
%& /<2 # %& =>?@ %& %& AB, %&
%&CD, %$ %E
!
"FGHI '''()*+,'-(,./
JKL+MHE
!
" NOPQR
)*+,'-0%1#2,./ STU JVWKLXYZ[

 



\]^$_`abcade%f e%ghij
k "&%# l %" m #% nf
!
"&$3%45155"11&!!!!!
"opq
!!!!!!!!!!!!!!
!
rKLXsZ[[tuvw
xyzs{Z]{|}t~E
ab U
 _lvU
 ¡¢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