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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全国有近 7万家私立口腔诊所，平均 3至 4家才可能找到一个“真牙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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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杨子

解放调查
●健康服务业50条落地上海●

吸引医保患者新群体，就诊量明显增加，但医疗人才短缺亟需破局

社会办医“接地气”后如何保持“好体验”

15时，在上海摩尔普陀口腔医院一楼候
诊区，张先生与母亲正和医院专家助理沟通
诊疗的预约细则。“老人口腔问题多，吃不下
就睡不着，对身心健康都有影响。”他告诉记
者，以往说什么也不愿意来社会办医机构就
诊的母亲，自从最近偶然得知家门口的摩尔
口腔纳入了医保结算，心思就活络了。“以前
老人总觉得非公立医院诊疗项目收费高，又
得全自费，没想到现在也‘接地气’了。以相
同的结算方式享受更高水平的服务和环境，

老百姓何乐而不为呢？”

去年 7 月，上海《关于推进本市健康服
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一流医学中心城
市的若干意见》（即 “健康服务业 50条”）发
布。不到一年的时间，社会办医品牌建设蓬
勃发展，多家高水平社会办医机构纳入医保
结算。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邬惊雷介绍，

今后， 医保患者在相关医疗机构就医时，医
保部分费用由医保基金予以结算，剩余部分
由患者自行承担或由商业健康保险结算。跨
出“接地气”的一步，长期以来让社会办医机
构引以为傲的“体验好”又面临怎样的新挑
战？医疗领域最宝贵的资源———人才，又会
有怎样的新选择？

更能体现医生的个人品牌价值
“50条”中第 33条指出，“提升健康服务

供给品质，围绕居民需求，集聚全球优质健
康服务品牌，加速培育本土品牌。促进医疗
美容、口腔正畸、体检、辅助生殖等非基本医
疗服务市场发展。” 市民对疾病与健康的理
念正在不断革新：从只关心“要命”的疾病，

到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口腔的健康与美观
成为不少市民首选的健康消费升级领域。

权威统计显示，我国目前牙科医师（不
含助理医师）总数不足 10万，其中 8万供职
于公立医疗机构。然而，目前全国有近 7 万
家私立口腔诊所。这意味着，平均 3 至 4 家

诊所中，才可能找到一个“真牙医”。仅有高
端硬件设备， 却缺乏核心牙科医师资源，让
不少非公口腔医疗机构在扩张后一度面临
门可罗雀的窘境。

不过，僵局正在被打破。去年下半年，摩
尔口腔先后迎来两位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

分别担任普陀与宝山摩尔口腔医院的院长。

“从观望到试水， 我对自己踏出的这一步很
有信心。” 普陀摩尔口腔医院院长谢家敏来
自本市某高校附属医院，作为国内第一批种
植修复专家， 在公立医院有着 25年的工作
经历。他坦言，日新月异的数字化高端设备
对于口腔医学发展有重大意义。在公立医疗
机构，一台大型设备的审批流程需经历数月
甚至更久时间，而社会办医机构在这方面有
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大视野口腔 CBCT

可以精细地看到牙根的断面、根管内是否有
钙化情况，且具备目前最高的 76微米（0.076

毫米）分辨率，对于患者而言，在术前即可看
到医生提供的数字化模拟治疗方案，大大消
除了对手术的疑虑与恐惧。”

宝山摩尔口腔医院院长陈建荣来自上
海某三甲口腔专科医院， 他坦陈，“我作为
上世纪 90年代留学日本的口腔医学博士，

总想尝试更多的国际口腔新技术新材料的
临床应用，摆脱条条框框的约束，诸如没有
国家统一医疗服务收费标准的技术是否可
以开展、是否可大面积快速推广等，在社会
办医机构没有这些顾虑。在这里，专家医生
的个人品牌更能体现出价值， 我们更看重
自己的医疗行为和服务负责，更注重个人的
口碑。”

可以说，更多希望树立个人品牌的医生
从公立医院的“羽翼保护”下站了出来。中欧
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介绍，文件
第 6 条明确提出，“推动医疗人才资源合理
共享”，也鼓励在公立医院推行全职、兼职等
不同的医师执业方式，“当医生流动起来后，

一方面利好社会办医，另一方面能形成医生
技术劳务的市场价格。”谢家敏透露，如今自
己仍是“两头跑”，在公立医院的教学工作等
也不落下。“最初还担心是否申请过程会繁
琐，没想到在卫健委网站上办理多点执业很
便捷，两三个工作日后系统就批准了申请。”

全预约服务模式受到一定冲击
按文件规定，社会办医机构的医院与门诊

部均有详细建设要求，以按二级专科医院标准
建立的口腔医院为例，至少需 20张牙椅、15张
病床；门诊部则不少于 4 张牙椅，治疗病种也
较为单一。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我国非公口
腔医疗机构年复合增长率达 30%，但仍以单体
诊所为主，整体数量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随
着市民相关需求日益增长，品牌化、连锁化与
集团化是口腔医疗服务未来可见的发展趋
势。” 摩尔齿科医疗连锁集团董事长王三矛表
示， 上海摩尔齿科在目前 20余家口腔医疗机
构的基础上，下一步将更着重加快口腔医院建
设，除现有的普陀、闵行、宝山、松江 4 家摩尔
口腔医院外，上海其他区域的筹备工作也在陆
续展开。

新发展也面临新挑战。摩尔普陀口腔医院
和闵行口腔医院成为上海市医保定点口腔专
科医院后，以往大多面向中高端人群且所有就
诊患者需全预约的服务模式受到一定冲击。据
透露， 月均 200万元营业额的中高端门诊部，

实际月服务初诊患者仅约 200人，充分的沟通
与精细化高质量的服务让不少客户成为回头
客。“近半年来，随着医保患者的加入，周末就
诊量有明显增加。对我们而言，必须思考如何
在不降低品质的情况下服务好这一新群体。”

王三矛介绍， 据统计，2019年 1月至 3月的医
保使用量超过 2000人次，且呈持续上升趋势。

在摩尔齿科连锁旗下口腔医疗机构，为首
先保证医疗质控安全， 均实行四手或六手操
作，即每名医师均配有一名固定的、具有口腔
专业背景的医护人员作为助手，医院整体医护
配比为 1 2， 同时由专职客服人员进行全程客
户管理，预约时间差在正负 10分钟内。医疗医
管人员介绍，“目前，为服务医保患者的临时需
求，我们还每天安排 2名值班医师作为机动人
员，但下一步还是希望尽量保证预约制，提高
每位患者的就诊效率，为患者节省时间。”

公办与民办机构联动越来越多
市卫健委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本市社会办

医机构共 2240家， 包括医院 188家、 门诊部
1070家、第三方医学检验影像诊断与病理诊断

中心 59家、诊所 763家，核定床位 2.1万张，占
全市的 17%。“50条的出台，进一步支持社会力
量深入专科细分领域， 投资建立品牌化专科医
疗集团，同时以名医名术为核心，鼓励发展各类
特色诊所。”蔡江南说，公办与民办机构的联动
将越来越多，双方在人才、管理、技术等方面可
尽快建立合作，如参加医疗联合体建设等。

谢家敏也提出：能否在人才合作方面再进
一步？“像我这样的高年资医师跳出体制已不
再是罕事，但若没有青年优秀人才愿意进入社
会办医机构，就难以维系相关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虽然新政细化了多点执业等方面，但人才
供给仍是一大问题———能否将社会办医机构
人才培养纳入到全市系统的规划和培训中、硕
士博士应届毕业生进入社会医疗机构的落户
问题、社会办医机构医师是否能够更方便申报
科研课题和专业技术职称等，均是还需深入讨
论的话题。据透露，摩尔齿科连锁集团目前已
与有关医学院校接触，为机构内具有博士学历
或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高年资医生提供兼
职院校口腔专业理论或实训教学工作的机会，

或将通过共建口腔教学医院等方式培养后备
力量，并为医学院校提供临床或规培基地。

这一次，“50条”先行放开了 100张床位及
以上的社会办医机构、全科诊所和中医诊所的
规划限制，无疑是一次革命性进步。长期以来，

上海社会办医机构发展以稳妥前进、有序规范
为纲，但随之而来的诸多限制也曾让投资者望
而却步。本次全市层面的政策放开后，也有期
待“区域细则进一步优化”的呼声———业内人
士透露，对于某些专科医疗机构，中心城区因
历史遗留问题导致低等级门诊部较多，即使品
牌连锁机构也很难进入，甚至一年都批准不了
一个牌照。

有专家表示， 监管难度大是不少区域不
愿意“松口”的主要原因，中国非公立医疗机
构协会医院管理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冯
庆明提出，“随着不良诚信医疗机构黑名单制
度与医疗市场退出机制的完善， 对社会办医
机构将从过去以医院为单位的集中监管，变
成以患者和医疗质量为核心的个体监管。医
疗机构与医师不良执业行为积分管理制度亟
待尽快施行，在鼓励发展的同时，塑造健康、

良好的行业生态。”

市民探秘上港大本营

体验别样“足球课”
本报讯 （记者 姚勤毅）“胡尔克比电视上

看起来更强壮！”“于海不但长得帅，还很耐心，

偶像明星能指导我们踢球， 真的太开心了！”

“上海体育” 系列互动活动———冠军叫你做运
动之上港全民足球互动日昨天在世纪公园举
行。150多名市民探秘上海上港足球俱乐部训
练基地，与胡尔克、埃尔克森、于海、蔡慧康四
位上港球员“亲密接触”。胡尔克向市民赠送公
益 T恤，用实际行动诠释上港“无足球不公益”

的社会责任心。

当天，球迷来到世纪公园内上港俱乐部专
属训练场地， 通过一场比赛与球星们互动，任
意门射球和绕桩射门等项目燃起现场热情。未
来，“上海体育”政务微信还将邀请更多冠军明
星加入活动。

高校发起国庆“网络拉歌”

上海交大唱响第一声，华东师大接唱

本报讯 （记者 徐瑞哲）天津、武汉、上海等地
高校近日发起“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

在拥有 120多年校史的上海交通大学，师生们发出
申城高校为新中国庆生的第一声。紧接着，其闵行
校区的“隔壁高校”———华东师范大学，昨天也唱响
爱国之声。

“相聚在东海之滨，汲取知识的甘泉。交大，交
大，学府庄严，师生切磋共涉艰险”“薄日出，南洋之
上，光照四方；书声琅，琴声畅，莫负大好春光”“我
爱你中国，心爱的母亲，我为你流泪，也为你自豪”

……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思源门旁的仰思坪上，参
与网络拉歌的上海交大青年学子和老师手执五星
红旗，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交大师生演唱的
歌曲包括《上海交通大学校歌》《吾友南洋》《我爱你
中国》。

其中，《吾友南洋》 为 1990届土木工程专业校
友罗坚、2015届土木工程专业校友王斌、2014届电
子与通信工程专业校友姜若芾共同创作。 他们表
示，“为母校写歌，为校友写歌，其实也是为自己写
歌”，回顾母校生活的点点滴滴，吟唱“青春不毕业”

的心语，抒发对母校和同窗的深厚情谊，以及百年
来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

网络拉歌少不了在线版。上海交大同时通过航
拍、延时摄影等组合形式，运用微信、微博、抖音、微
视等新媒体平台形成传播矩阵， 开展歌曲接力，希
望形成网络互动，将活动传递给更多高校。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大喊你来接力！”截至
发稿时， 华东师大等相关高校接过网络拉歌邀约，

正在线上线下共谱青春之歌，齐声祝福新中国七十
华诞。华东师大师生们也继续在网上拉歌，并传向
更远：“@上海交通大学 唱得好，三湘四水更动听。

#青春为祖国歌唱 # 华东师范大学在黄浦江畔 @

湖南大学 ，浏阳河来一个！”

在非遗传承人的传授下，宝山友谊地区的剪纸迷越来越多自成一派

一把剪刀一张纸记录“宝山十景”

“一把剪刀一张纸， 何须经纶伟业
才。 民间高人运匠心， 巧手能把万象
裁。” 走进宝山区友谊路街道社区活动
中心的剪纸教室，只见这里每个人的手
里都拿着一张红纸、一柄剪刀，红纸翻
飞，剪刀不断穿梭回转，三五下后，吹去
多余的纸屑，一头纹样精致的小猪栩栩
如生地咧嘴微笑。

在这间教室，上到耄耋老者，下至
垂髫学童，每个人都具备这凭空剪“猪”

的本事。教会他们这项技艺的，是宝山
区非遗友谊剪纸的传承人徐登祥。从简
单的花、草、虫、鸟、动物、字画类，发展
到自成一体的山水风景、人物题材及抽
象表演形式，剪纸这一古老的中国民间
艺术，在徐登祥及其弟子们的巧手下，正逐渐
新生出“宝山特色”。

不握方向盘时就学剪纸
剪纸艺术是最古老、流传度最广的中国民

间艺术之一，最早可追溯至殷商时期的“桐叶
封弟”。 友谊剪纸是宝山友谊地区一项独特的
民间特色文化， 已在这块土地上扎根了近30

年。今年春节期间，宝山图书馆陈列室、宝乐汇
商场橱窗、宝山孔庙大成殿……友谊剪纸的踪
迹在宝山几乎处处可见。“这样的艺术应该让
孩子们多多接触，觉得好玩产生兴趣了，自然

而然地就会开始学习。” 徐登祥年轻时曾是宝
钢的一名普通驾驶员，因为热爱，不握方向盘
的时候， 他就会主动搜寻各种美术书钻研学
习，边学边剪，手经常被磨得通红。10多年前，

徐登祥从厂里待退休，将全部精力投身到剪纸
艺术上来，并带出了徐功亮等成绩优异的剪纸
“新人”。

剪纸艺术要在内容上创新
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羊，头戴橄榄帽，身穿

唐装，一手捧着篮球，一手拿着写有“2015 宝
山”字样的画轴，它正是上海市第八届农民运

动会吉祥物“融融”，是徐登祥用红色宣
纸剪出来的。将卡通形象与传统剪纸艺
术完美结合，是徐登祥的创新之举。“要
想让更多人爱上剪纸艺术，内容上的创
新是必不可少的。”

自 2016年 8月起， 老宝山人徐登
祥开启了一趟新的剪纸征程：他要用剪
刀记录下心目中的“宝山十景”。

宝山寺、顾村公园、上海宝山民间
艺术博览馆、 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

宝乐汇商场、 吴淞老炮台、 宝山烈士
陵园……一个个点， 徐登祥都用自己
的脚步丈量了一遍，选点拍照，描摹画
样，再到最后落剪，每一个环节都倾注
心血。“这一套‘宝山十景’，我剪了整
整半年。其中，民间艺术博览馆是最难
剪的，因为它有很多镂空设计，落在剪
纸上，空隙很小，单画样稿，我反复研

究了很久。”

为了让更多社区居民了解剪纸艺术，十年
前，徐登祥选择在友谊路街道社区文化中心免
费开课， 街道 37个居委会的剪纸爱好者纷至
沓来。学生们从临摹作品开始，逐步向创作具
有地域特色的作品发展，迄今已有几百幅作品
先后在各大报刊上发表，许多作品还被国际友
人珍藏。为了让友谊剪纸艺术走得更远，传得
更久， 徐登祥想到了编印纸质教材———《中国
民间剪纸艺术入门》和《剪纸实用手册初级》。

“我手上这本是纯英文的， 外国人如果想自学
剪纸就可以看看。”徐登祥说。

■本报记者 周楠
通 讯 员 吴雯怡 余婧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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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诸葛漪）伴
随话剧《生命行歌》在金山区文
化馆开演，一年一度的上海市优
秀民营院团展演今天拉开帷幕。

展演为时一个月，15台剧目和 1

台音舞节目综合专场将演出 40

场，集中展现上海民营院团近年
来的原创作品。

展演传递正能量
由上海戏剧学院、上海上艺

戏剧社共同推出的 《生命行歌》

在今年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
评选中摘得主角奖、配角奖与新
人提名奖，该剧首次触碰人们越
来越关注的“临终关怀”题材。彰
显原创现实主义题材依然是民
营院团展演的主旋律。市演出行
业协会会长韦芝表示，民营院团
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坚持以现实
题材和红色题材为主导向，主旋
律与多元题材相结合，创作从不
同角度满足不同层次观众需求。

现实题材、红色题材超过展
演剧目总数三分之二。 儿童剧
《智送鸡毛信》 结合中小学教材
《鸡毛信》内容，根据当代儿童观

众的审美特点进行全新艺术构思。话剧《漫长
的告白》 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大学生成长
心路为线索，话剧《小世界》讲述上世纪九十
年代上海理发店故事。沪剧《啊，母亲》《心归
何处》，滑稽戏《孝看人间》聚焦亲子关系，音
乐剧《乡愁》围绕海峡两岸一张船票、两个家
庭、三个世代的情感展开。传递正能量，构成
本次展演的主旋律。

将好戏带到家门口
坚持大型剧目与小节目的创演质量，特色

化与多样化相结合， 适应民营院团的发展路
子。 每届展演组织一场样式丰富的小节目专
场，已成为展演的一个模式，也是观众期盼的
一个亮点。今年展演的“音舞节目综合专场”，

节目样式丰富、演出亮点迭出，交响合唱《母亲
河·黄浦江》、打击乐《办公室的故事》、舞蹈《蝶
恋花》、民乐《二十四节气》等均为原创作品，试
演后深受观众好评。

市演出行业协会鼓励民营院团无论是
“大戏”还是“小节目”，都努力以髙质量的剧
（节）目送到社区、基层、学校、农村，把好的演
出送到百姓家门口，为广大市民、学生、农民
服务。本届展演的场地遍布各区，除黄浦、静
安、徐汇、虹口、长宁等市区剧场之外，浦东、

闵行、青浦、金山等郊区剧场也成为展演的主
剧场。很多民营院团在选择演出场所之前，首
先考虑的是与目标观众群相吻合， 比如沪剧
《啊， 母亲》《口碑》《人间自有真情》《新娘奇
冤》等都安排在沪剧观众集聚的郊区剧场，满
足本地市民的观赏要求。 儿童剧 《智送鸡毛
信》特意安排在小伙伴剧场，吸引更多少年儿
童。昆曲《牡丹亭》安排在朱家角课植园，精致
的园林景色，给演出增添了天然园林美景，吸
引更多昆曲爱好者和观众前往观赏。通过“有
的放矢”的演出安排，不仅有效地吸引更多市
民参与， 而且进一步扩大展演本身以及剧
（节）目的影响力。

荨上港外援胡尔克（左二）为球迷讲射门技
巧。 本报记者 邵剑平 摄

“宝山十景之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剪纸作品。 （资料）

真
正
灵
丹
妙
药
是
家
长
的
爱

郁
琴
芳

近期， 一种神奇的
“聪明药” 悄悄在家长群
中流行起来： 吃了所谓
“聪明药”后，孩子上课注
意力就会集中，思维变得
更加敏捷，考试分数直线
上升。果真如此吗？专家
医生告诫：这是治疗多动
症的药物，不可“滥用”。

其实，科学家、医生
等已经多次在新闻媒体
介绍“聪明药”其实是属
于严格管控的具有耐受
性的精神类药品，不可随
便使用。“用得好是药品，

用不好就是毒品。绝对不
是可以随便使用的灵丹
妙药。”

令人惊悚的是，即使
在专业人士介绍了用药
危害之后，许多家长明知
有毒，还偏偏主动喂娃吃
“药”。有的家长认为，“聪
明药的费用尚可接受，效
果还立竿见影。” 有的家
长认为，“相比孩子成年
后的一事无成，如果有药
物能干预、 提升成绩，为
何不呢？”

一贯爱子如命的家
长们都怎么了？如此失去
理智，行为的背后折射出
的是他们扭曲的教育观。

我们不禁要问，“在你们
心中，孩子到底是什么？”

是任人摆布的动物，对着
一个没病的人喂“药”，这
孩子和实验室的小白鼠
没有任何区别；是你的私
有物品，因为披着“大人
都是为了你好” 的外衣，

大人可以随心所欲。

孩子是什么？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约》 和我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 早已
明确；儿童是人，是一个
生命体，所以他们享有生
存的权利，享有其固有的
生命权、健康权；儿童是弱小的、不成熟的人，

他们享有受保护的权利； 儿童是独立的人，不
是成年人的附庸和实现自身理想的工具。那些
以各种理由喂正常孩子吃“聪明药”的家长，是
父母失职、行为失当的表现，归根结底是漠视
儿童权利，侵害了儿童的生存权和受保护权。

如果说儿童权利的忽视和漠视， 家长还能
以“不知道”来推卸责任的话，瞌“药”搏成功则
是众多家长的主动行为了。 科学成才观是家长
教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培养未来社会的成功
人士是众多家长趋之若鹜的梦想。 根植于家长
内心的对成功的疯狂追逐， 导致家长可以没病
喂“药”，哄骗吃“药”。而对成功的片面理解和错
误定位，驱动着家长可以无辜牺牲孩子的健康。

家长朋友们，切记成功不是以健康为代价
的，培养一个正常、健康、幸福的孩子才应该是
我们秉持的正确理念。很多家长抱有一种侥幸
心理， 总以为为了当前的学业成绩和考试升
学，适当牺牲一下孩子短暂的健康没什么大不
了。 否则错过了， 孩子还怎么出人头地呢？其
实，万物生长皆循律，儿童也不例外。教育孩
子， 一定要遵循儿童成长的身心发展规律，尊
重儿童本质上就是尊重科学。

育儿无捷径，育儿亦无“聪明药”。所有的
灵丹妙药其实都在父母的内心： 心中有孩子，

心中就有爱，尊重儿童、保护儿童，顺应孩子天
性，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作者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家庭教育
研究与指导中心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
专业委员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