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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5年来，医改取得重大成绩，筑牢了覆盖13亿多人口的基本医保网，实
现了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取消药品加成等重大改革突破，初步完成了搭建医改

“四梁八柱”的阶段性任务。取消药品加成，推行药品流通“两票制”和高值
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切实降低虚高价格，完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让民众能用
上质优价廉的药品……这些变化，老百姓都有亲身感受——

说起得病，还得从 2003年说起。那一年陪丈夫去
北京看病，顺便检查了自己的身体，结果被告知得了
风湿性心脏病。

当时医生建议马上手术。可是光手术费就要十多
万元，当时我一个月只挣400多元，和丈夫的工资加起
来还不到 1000元，加上那时没有医保，根本负担不起
这么昂贵的手术费，这还不包括检查、药物以及身体
恢复所需的费用。所以病就这么拖了下来，为此我也
离开了一线工作岗位。

2015 年，我又被发现得了子宫内膜癌。接受医生
的建议，我到北京协和医院接受放疗。复查时，医生
建议还是先做心脏手术，这样会对癌症的康复有帮
助。所以我又辗转去阜外医院接受了心脏手术，万幸
手术很成功。

在这两家医院住院的时候，我感觉医生和护士都
不错，没有感到平常人们说的那种医患关系紧张。协
和医院放疗科的医生每次见到我，都很热情，知道我
身体不好，都是主动为我搬椅子、倒水。有时候挂不
到号，医生还主动为我加个号，让我来医院一次尽量
把事情都办完。护士也很好。

我记得有一个护士每次见面都笑嘻嘻的。放疗前
需要做一些调查，她都是喊完名字就主动走到病人
面前，帮助病人填写各种表格。还有一次放疗时正
好赶上“三八”妇女节，护士们抱进病房好多玫瑰
花，我以为是送给某个护士的，结果却分给当天住
在病房的女病人每人一朵。这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收
到玫瑰花。

现在看病容易了很多，尤其是医保，解决了不少
后顾之忧。以往到北京的大医院看病，挂不上号是常
事，现在都是网上预约，预约好了之后才到医院。为
治病，我前前后后花了30多万元，医保报销了将近15
万元，给家里减轻了不少压力，不然30多万元确实是
一个很大的负担。整个医保报销过程中，工作人员认
真办事，也能耐心解答问题，大家都觉得舒心不少。

眼下，我感觉身体正在恢复正常，皮肤也变得越
来越好，也不再有过去那种休息不过来的感觉。总的
来说，现在看病越来越方便，医保报销覆盖的范围越
来越大，报销比例也越来越高。

本报记者 张一琪整理

如今看病不一样

◆ 赵 慧（化名） 河北省阳原县 老师◆ 赵 慧（化名） 河北省阳原县 老师

住院收到玫瑰花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自然规律。退休后，我的
身体逐渐转差，一天到晚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
大病小病总不断，隔三差五去医院。

我们县医院前些年条件很差，房舍破旧，设备简
陋，专业医生奇缺、看病很不方便。 2012年的一个夜
晚，我突然腹痛不止。我家离医院走路要用1个小时，
坐车也得10分钟。那时县医院还没有救护车，孩子们
在大街上找来了一辆三轮拖拉机，我站在车斗里坚持
到了医院。之后前屋挂号，后屋找人，看上病已经是
凌晨两点了。大夫也没咋检查，只是简单看看，说是
气滞造成的。还别说，这么一折腾，气通畅了，肚子
竟然不疼了。也没确诊是啥病，稀里糊涂就回家了。

最近这几年，县医院的变化可太大了，选新址，
盖新楼，购置新设备，引进新人才，各个方面大有起
色。今年 9 月的一天，我头晕很厉害，家人立即打
120，不到 10 分钟救护车就开到我家楼下。到医院一
查，竟然是脑梗复发，必须住院。经过县医院医护人
员一周的精心治疗，我痊愈出院。

如今我们的县医院不仅设备先进，医生的服务质
量也很优良，费用也不贵。我住院一周，去除医保报
销的部分，自己才花500元。可以说，现在看病不难也
不贵。这是我个人的体会。

生在湖北省十堰市白浪镇农村的我，家里条件有
限，对生病住院印象很深。

小时候，父亲身体不好，生病住了好几次院。医
院离家很远，父亲一住院，家里的生活节奏立刻乱了
套。更糟糕的是，高昂的医疗费用让全家人愁眉不
展。那时没有全民医保，村里大部分人看病都是自
费，真是“看病难、看病贵”。家里因病致贫，本应属
于我的童年快乐烟消云散，现在想起那些苦日子还有
很多酸楚。

最近几年我经常回老家，发现村里的医疗条件有
了大改善。以前的卫生站和私人诊所都没了，在距离
村子不远的镇上，建起了气派的医疗卫生服务站，还
配备了救护车，就诊环境也变好了。

血吸虫病是我们那里的地方病，很多人深受其
扰。去年过年回家，听说医院对血吸虫病提供免费检
查和治疗，村里好多人都去看病了。起初我还不相
信，就叫上父亲去医院查看，结果发现真有专门挂号
的地方，把身份证给医生，马上安排抽血化验，真没
花一分钱。当天下午就拿到检验结果，父亲的身体很
好，一家人顿时很开心。

前段时间，父亲腰痛得厉害，家里人带他去医院
检查。医生给父亲照 B 超，说是有肾结石，不大，吃
药就能缓解。于是给开了5盒药，一共250多元。对农
村来说，这药确实不便宜。好在家人都参加了“新农
合”，能报销 40%，药费一下子减去了 100多元。父亲
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很激动。

这几天在广州工作的舅舅回村。以前舅舅每次回
广州的家一定会带回很多药。他在广州生活压力大，
小伤小病能不去医院就不去，能节省一点儿是一点
儿。这次他却不再买药回去，因为现在医保可以异地
结算，在广州买也一样。

这些小事让我很感慨，有对比才能感受到进步。
国家对于全民医疗体系的改善，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我们都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获得感。我家所在的农村再
也不会有“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住过一次院，
3年活白干”的困苦和心酸了。

本报记者 叶 子整理

◆ 董双全 湖北省洪湖市中医院 药剂师

全民医保惠农村

两个月前，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重感冒。起初没
当回事，头疼脑热的，见得多了，按照套路自己治
疗，第三天没扛住，高烧不退，去了医院。

10分钟出查血结果，医生看了看说，病毒引起的
感冒，没事。开点药吧，退烧的、缓解感冒症状的，
再加点儿中成药抗病毒，差不多了。抗生素就不开
了，输液也用不着。感冒有个过程，不要太着急。

将信将疑，烧得这么厉害，搁在以前，直接输液
了。记得女儿不到1岁，两次门诊看感冒，都看成了住
院输液，那样子想想就可怜。现在可好，医生主动说
不用，我还嘀咕，这病能很快好吗？

回家，凭借老经验，挑着服药。两天后，中烧低
烧轮番上阵，还多了痰咳，人怏怏得没精神，第六天
又找回医生，让认真再看看。医生说药基本还是那
样，微调一下，估计是身体不比年轻时，恢复得慢。
加个微信，有情况及时说。

发烧止住了，咳来咳去不见好。就一天换一种
药，中间又去复查。医生很肯定地说：药是对症，可
能是流感，恢复慢。这样，一次重感冒，前前后后十
多天才痊愈。

去医院看个感冒居然这么久，放在以前那不得各
种着急抱怨。记得前些年，凡高烧的感冒，医生第一
时间就让输液，医院收入多啊。自己也不觉得有问
题，好得快啊。后来觉得，老是这样动不动输液，还
不把病毒给惯坏了？现在虽然痊愈得慢一点，可对身
体的伤害小了很多。

换位思考。医生接诊我 3 次，坚持基本判断和用
药，没开抗生素、没输液，这得有强大的心理，蛮不
容易的。估计在医生眼里，我就是一个过度治疗的标
本，可他不好意思说，于是加了微信，释放出沟通的
信号。重感冒的确需要一个治疗过程，这位医生为我
考虑，虎狼药还是尽量不要用。可这也需要患者的理
解，需要具备一定的医学常识。由此看来，医生和患
者如果多一些沟通和信任，把各自想法敞开了，估计
这治疗过程就会愉快一些。

三顾医生治感冒三顾医生治感冒
◆ 孙海波 广东省珠海市 公务员

县医院越变越好
◆ 陈希国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 退休公务员

2004年，我从单位病退，从北
京搬到河北省三河市的燕郊居住。

由 于 患 有 糖 尿 病 ， 为 了 开
药，我每个月都要开车跑到北京
朝阳医院。后来我办理了医保异
地安置，在燕郊看病，每月的费
用需自己先行垫付，到了年底
集中全年的单据交到单位，由
单位再转至北京医保经办机构手
工报销，一般每次要一两个月才
能报销回来。那时，我就有个梦
想，什么时候能够像在北京看病
一样，直接刷卡就可以报销呢？

像我这样的情况，其实很普
遍。由于燕郊地区生活成本较
低，距离北京又近，所以这里居
住了几十万北京医保人员。他们
中既有退休者，也有在职职工，
平时看病多选择燕郊当地的医
院。但由于参保地在北京，在河
北和北京医保联通之前，这部分

参保人员在燕郊看病属于医保跨
省异地就医，需要先全额垫付，
然后再走手工报销程序。

能不能在医院实现直接结算
呢？为这事，我们去北京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打听过。人家回复
说，北京与河北两地的医疗保险在
统筹层次、报销标准、物价项
目 和 收 费 票 据等方面均存在差
异，实现异地就医持卡直接结算
存在诸多困难，基金跨省监管也存
在难度，所以即时报销暂时还实现
不了。

从全国来看，这个更是普遍
现象：很多老人随着儿女的迁移
离开故土，还有越来越多的老年
人选择到海南、云南等风景秀
丽、气候宜人的城市置办房产，
安度晚年。但由于他们在原籍所
在地参加医疗保险，在居住地就
诊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报销就成了

问题。估计这样的问题解决起来
的确很困难，慢慢地我也就不再
为此焦虑。

没想到没过多久，就听说了
一个好消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的推进，京冀两地人力社
保部门在全国率先签署跨省医保
直接结算协议，燕郊的医院与北
京医保系统顺利联通。

今年1月5日开通异地即时结
算首日，我便兴冲冲来到燕达医
院，拿着社保卡一刷，看病化
验、药费等有关数据便直接上传
到北京市医保中心实现直接结
算。今后看病再不需要攒单子、
拿回北京递交单据，长时间等待
报销。结账时只付自己应付的部
分就可以了，医保报销的部分则
由医保部门和医院之间结算。如
今看病可真是太方便了！

本报记者 贺 勇整理

异地报销不再难
◆ 姜忠涛 中建二局 退休职工

我老伴几个月前查出患有脑
梗和肺结核，在昆明昆华医院住
了两次院，包括县医院也住过，
前前后后花了八九万元。现在有
了“新农合”，国家给报销了4万
元，我们自己出了约 5 万元。我
们村叫积德村，从小老人就教育
我们要做好事积德。要我说，最
大的积德是国家的城乡医疗保险
政策！

虽说人吃五谷杂粮，得病难
免，但像我老伴这样的重病，在
农村谁家摊上都是场大灾难。有
句话叫“救护车一响，黄金万
两”，我是体会到了。老伴还小我
两岁，现在手脚不利索，说句话

也喘不过气来。住院那会儿，一
看对账单，我的心就“扑通扑
通”跳得厉害，不知道又要花多
少钱。那都是成千上万的数字，
我家能有几个千元、几个万元呀？

要不是农民也有医疗保险，
得了大病恐怕也只能在家等死
了。除了医疗保险，还有对农村
低保户的大病救助，连医药费自
费部分国家也给报销一部分。我
们村的张良德得了“不好的病”，
治病前前后后花了 20多万元。他
儿子前些年做生意亏了，也不敢
回家，家里还有 80 多岁的老母
亲，还有孙子孙女。听说国家给
他报销了10多万元。

我记得 10多年前刚开始实行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那阵子，村
干部整天上门宣传动员，可大伙
都不相信，也不愿参加。现在保
费涨到每年 100 元，我们都争着
交 。 对 于 独 生 子 女 户 、“ 双 女
户”、低保户和残疾人，政府还减
免保费。“新农合”政策是为咱农
民着想哩！

现在外地人在我们村打工，
医疗保险的保费也在村里交，报
销也在村里，不用再来回跑冤枉
路。新的医保卡上都带照片，我
们村在杭州打工的老乡得了病，
在当地就能报销，看病越来越方
便了！ 朱忠元整理

◆ 李学忠 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小街镇积德村村民

看病越来越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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