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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南京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获悉，水痘进入冬季
高发期，“中招”的孩子可不少。“冬
季水痘患儿有增长趋势，婴幼儿和学
龄前、学龄期儿童免疫力较低，是易
感人群。”南京市儿童医院感染性疾
病科副主任医师田野提醒，婴幼儿和
儿童应警惕感染水痘，家长要及时给
孩子接种水痘疫苗，日常要关注好孩

子的身体健康。
水痘多见于儿童，可通过患者

咳嗽、打喷嚏以及接触其水疱等传
播。水痘的高发季一般在秋冬，病
程一周左右。“水痘易发于人员密集
场所，如幼儿园、学校，除避免直接
或间接接触感染源之外，如果发现
不明原因的发烧、出疹，要及时就
医。”田野介绍。 （王 甜）

水痘进入冬季高发期

在泰州市海陵区城东街道迎
春小区，有间不起眼的爱心洗衣
房：约10平方米，只有一台洗衣
机。但只要提及这间洗衣房，小区
20余名孤寡、残疾以及低保老人
都会交口称赞：“只要打个电话，志
愿者就会上门收脏衣服，洗净烘干
后还送上门，真的很贴心！”

三年前，迎春社区主任卞莉在
入户走访时了解到，辖区一些特殊
老人不是家里没有洗衣机，就是有
洗衣机但不会使用。社区随即决
定依托社区巾帼志愿服务队，在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利用闲置洗
衣机，为这些特殊老人提供免费洗
衣服务。洗衣房取名“红玫瑰”，寓
意“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去年底，社区专门腾出房间，
将爱心洗衣房从服务中心搬出来，

还用惠民基金购买了洗衣、烘干一
体机和挂烫机等洗衣设备。志愿
者每周定期上门收取脏衣服，洗净
烘干叠好后，再送到老人家中。老
人也可以直接拨打社区服务热线，
请志愿者上门取衣。

小小的爱心洗衣房，拉近了社
区与居民的距离，也激发了居民参
与社区治理的热情。小区大门太
窄需要拓宽、健身器材损坏需要尽
快维修……在上门洗衣服务过程
中，志愿者又变身“民情采集员”，
共采集到各类诉求30多条，并一
一落实解决。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对
我们来说，服务群众一直在路上。”
城东街道办事处主任刘新民说。

本报见习记者 董 鑫
本报通讯员 童麟芳

小区洗衣房，惠民作用大

“自然分娩有多痛，你看我的手
和胳膊就知道了。”钱蕾是南京市妇
幼保健院的助产士，已经工作15年的
她接生过的胎儿多到算不过来。她
的手上满是产妇抓痕。“前几天肿得
特厉害，都不敢给儿子看。”钱蕾说，产
妇的感受她能体会，所以一直忍着。

前几天有位 28岁的二胎妈
妈，产程极快，来不及打分娩镇痛
孩子就要出生。在剧烈的疼痛下，
这位产妇几乎失去理智，不断从产
床上弹起，两只手到处乱抓，说什
么也听不进去。

“调整好呼吸，憋住气。加油，
孩子的头快出来了！”钱蕾一只手
抓着产妇的手安抚，另一只手扶着

产妇的腿帮其保持正确的分娩姿
势，一遍遍耐心指导。但疼痛中的
产妇就像溺水的人，她死死抠住钱
蕾手背，指甲深深陷入肉里。钱蕾
想挣脱但又不忍心。

在钱蕾的帮助下，母子安好。
回过神来的产妇知道抓伤人，十分
内疚。钱蕾则打趣：“回去手指甲
得剪剪啦，抓伤我们不要紧，抓伤
宝宝可就不好啦！”

谈起接生过程中受伤的事，钱
蕾却说这不算什么。“助产士在接
生过程中被踢、被抓、被咬是很正
常的。”钱蕾说，“我也是做妈妈的
人，能理解。” 本报记者 王 甜

本报通讯员 史 月

她的手上，满是产妇的抓痕

“双方先都心平气和地说一说当
时的情况。”扬中市公安局新坝派出所
调解室里，民警薛玉文和调解员施伟
正在调解一起纠纷——当事双方老何
和老阚本是邻里，因为琐事发生口角，
进而上升到打架。“将矛盾化解在基
层，看似一件小事，却是关乎群众利益
和社会稳定的大事。”薛玉文说。

维护一方稳定，保卫一方平安。新
坝派出所推行“资源联勤，治安联防，平
安联控，矛盾联调，问题联治”的“五联”
立体防控机制建设，实现“矛盾不上交、
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依靠群众，实现“矛盾不上交”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

党的群众路线这个传家宝不能丢。依
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才能凝聚起基
层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

“我们从小在村里长大，对村里的
情况再熟悉不过了，村民也都信任我
们，产生矛盾，就会想到找我们调解。”
73岁的新坝镇新治村“五老说和团”
成员王金根刚从一个调解现场回来。

原来，两户人家围绕房子中间的
公共过道占用引发矛盾纠纷。与王金

根一同去调解的尤纪良说：“村民之间
的纠纷很多都是这类界址矛盾，我们
去做调解，就是要讲清道理和政策，以
理服人。”

“五老说和团”是新坝派出所推动
矛盾纠纷及时、高效地化解在基层的成
功实践。新坝派出所组织社区和村里
的老干部、老军人、老党员、老教师、老
模范组成“五老说和团”。邻里小矛盾，
由“五老说和团”成员及时介入调解，把
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处置在基层。

新治村“五老说和团”自2017年
成立以来，成功调解120多起纠纷。
目前，整个新坝镇“五老说和团”成员
已有50多人。今年，全镇已发生纠纷
891起，成功调解865起。

警民合力，践行“平安不出事”
“越来越多的企业来到新坝投资创

业，今年以来，新吸引235家中小型企业
入驻注册。”新坝镇镇长杨友军感慨地
说：“这离不开新坝派出所结合辖区企业
多的实际，主动介入厂区安全管理和风
险防控的一系列举措。平安的新坝，让
企业在这里发展的信心越来越强。”

作为全国百强镇，新坝镇拥有发
达的民营经济，派出所辖区内企业达

2400多家。“我们将企业作为平安建
设的重要主体，积极推进‘平安企业’
创建，加强与企业的联动协作，完善规
范化常态化的警企协作机制。”新坝派
出所所长刘忠介绍。

走进大全集团在扬中新坝的生产
基地，厂区内的“企业警务室”映入眼
帘。大全集团是民警张军负责的辖
区，他说：“接到厂区的警情后，我们第
一时间到警务室处理，大部分警情在
厂区就能得到解决。”

像这样的“企业警务室”，新坝派
出所辖区内的10家重点企业都有设
立。通过滚动排查、定期研判、集中整
治企业周边影响治安秩序的突出问
题，实现警企共筑“平安堤”。此外，实
行治安防范每月随访制，帮助企业完
善安防设施、健全保卫制度、开展应急
演练等，提升企业安全自防能力。

“在巡逻中发现安全隐患，比如夜
里哪家的院门没关，我们会立刻提醒
村民。”志愿巡逻队伍“新坝红鹰”成

员、新治村村民詹巧林说。派出所整
合各社区及村委会治安积极分子、志
愿者以及企业“保安队”“护厂队”队员
等共500多人，组建“新坝红鹰”队伍，
将其纳入派出所巡防力量，由民警进
行专业指导，形成警企民合力。

目前，新坝派出所已与辖区内的
全部14个行政村、社区建立警社协作
联动机制，落实“定期会商、警情通告、
信息共享、联勤联动”等制度。据统
计，新坝派出所辖区可防性案件发案
连续 3年下降，今年以来同比下降
11%，“两抢”案件连续3年“零发案”。

扎根基层，确保“服务不缺位”
“枫桥经验”之所以历久弥新、富

有活力，就在于始终坚守为人民服务
这一不变初心，始终激活基层基础这
一深厚本源。

“算下来，每个月大概走访80多
户群众。”除了接处警和值班，社区民
警薛玉文的工作时间都用来深入他负

责的联合村、联盟村进行走访，了解群
众需求，进行法治宣传，释疑解惑。“有
外来务工人员不太清楚办理居住证的
流程，我就详细介绍需要准备的材料，
带他们去派出所办理。”在从警30多年
的薛玉文印象中，这样的小事有很多。

深入街头、村头、地头，扎实开展入
户调查、警民恳谈等工作，在一线帮助群
众解决矛盾、调解纠纷，是新坝派出所民
警的工作常态。新坝的外来务工人员
多，流动性大，服务管理难度也随之提
高。“辖区内常住人口47616人，暂住人
口9907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警力下
沉，走透社区，吃透民意。”所长刘忠说。

将工作触角扎根到群众之中，
才能筑牢平安基石。新坝派出所依
托“警格+网格”双网融合，社区民警
每周下沉基层时间至少 20 小时以
上。近年来，辖区内重大矛盾纠纷
逐年下降，民警网格内就地调解纠
纷数占45%。 卢晓琳

扬中新坝派出所：构建“五联”立体防控，筑牢平安基石

吉战顺摄

许多病人经治疗后出院回家，但
仍需要一些后续护理。家住南京许
府巷的王女士，今后再也不用为她93
岁老母亲压疮换药一事犯愁，因为现
在有南京鼓楼医院网约护士可以提
供上门服务了。

网约护士帮了家属大忙

“这好像天上掉下了馅饼一样。”
王女士说，她母亲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多年，长期卧床，背上起了压疮，每周
都要带母亲到医院去清创、换药。“每
次带母亲去医院，要动员好几个人，
在医院挂号、取药、交费啥的，得耗半
天时间。”王女士说，现在网约护士每
周上门来换药，既专业又实惠，解决
了子女后顾之忧，真是帮了大忙。

今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出台
《“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方
案》，确定了全国范围内6个省、直辖
市作为“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地
区。南京鼓楼医院作为江苏省和南
京市“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单位，6
月开展为病患提供网约护士上门服
务。只要手机下载App，根据提示，
就可以下单“点菜”，后台接到请求后
24小时内派人上门服务。

鼓楼医院护理部主任陈雁介绍说，
网约护士上门服务，按项目打包收费。
比如，压疮病人上门清创、换药加服务

费是260元，目前开展了造口护理、安
宁疗护、术后换药、压疮等服务项目，收
费标准都经过物价部门审核、备案。到
11月底，共有81位患者预约服务115
次，其中线下服务73人次，线上服务42
人次，获得了患者和照护者的好评。

三种模式各有千秋

据了解，除了鼓楼医院外，南京还
有11家三级医院、5家二级医院、40
家社区医院参与了网约护士试点。南
京护理学会理事长陈湘玉告诉记者，
网约护士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经过几
个月实践，目前已初步形成南京特色
的三种实践模式，三种模式各有千秋。

第一种是以南京鼓楼医院为代
表的三级医院自建平台服务。鼓楼
医院自主研发了“互联网+护理服务”
信息系统，根据不同病种采用医院—
社区、医院—家庭、医院—社区—家
庭等模式开展服务。

第二种是以南医大二附院为代
表的，借助第三方平台开展“线上预
约，线下服务”，患者通过手机专门的
页面选择上门护理，在选定护理种
类，进行身份认证，填写相关信息并
支付护理人员上门巡诊费和治疗费
后，即可等待专业的护理人员上门服
务。护理人员接收到“订单”信息，将
在规定时间内提供上门服务。

第三种是以南京市第一医院为
代表的，以三级医院为核心，联合区
域内的二级医院、社区服务中心等医
疗机构，形成“护联体”，并通过区域
化信息平台，开展服务。

重点服务失能半失能老人

陈湘玉表示，并非人人都可以网
约护士上门服务。网约护理的对象主
要是长期卧床老人、重病出院、孕期居
家保胎、失能、半失能及肢残等特殊群
体。近几个月来，已经有900多位居
民家庭接受了网约护士上门服务。

“网约护士”的价格是公众关注
的焦点之一。秦淮区推出的“网约护
理”的服务价格，医护人员上门服务
费最低为135元/次，耗材费、护理费
等另外结算。鼓楼医院护理部主任
陈雁介绍，秦淮区的模式是患者线上
申请预约后，中心根据患者位置安排
最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上门，
护理项目也是一些比较基础的项
目。鼓楼医院作为三级医院，技术上
要求比较高，护理项目除了皮下注
射、伤口护理等，还有疑难造口护理、
居家腹膜透析护理、压力性损伤预防
以及安宁疗护等等，护理价格也稍
高，每次上门至少收费260元。

大多数患者对上门服务收取一定
的服务费认可。南京徐女士的母亲今

年10月被查出罹患肝癌晚期。在老人
生命最后几周内，子女们申请了网约
护士上门服务，老人家换药、止疼、压疮
护理等都接受了专业的服务，老人走
的时候非常安详。“每次上门服务费都
是200多元钱，不算贵。否则送老人去
医院，每次得打车，我们还得请假陪同，
花费更多不说，主要是非常麻烦。”

让好政策发挥更大效果

网约护士每次上门服务收费
200-300元，虽然不算多，但对于一
些患有慢性病、需要长期上门护理的
病患来说，负担仍然不轻。一位患者
家属告诉记者，她长期患病卧床的母
亲有压疮，每周要请护士上门换药一
次，一个月要花去近2000元钱，刚好
是她母亲退休工资数额。

据记者了解，目前网约护理上门
服务费都要自掏腰包，药费、耗材费
要先垫付后再报销。一些家属和医
护人员呼吁，能否出台相关政策，让
医保承担一部分费用，让这一好政策
惠及更多需要照护的人群。

收费标准也有待细化。比如，护
士在主城区上门服务，与到江宁、江北
偏远地区服务收费不能一刀切。此
外，上门服务质量如何控制？出了纠
纷怎么解决？这都需要进一步出台政
策加以规范。 本报记者 仲崇山

南京近千家庭“点单”网约护士
家属盼望医保政策“跟进”，惠及更多人群

12月2日是全国交通安全宣传
日，记者日前从省交警总队获悉，今
年1-10月，全省共发生涉及酒驾交
通事故3511起，死亡303人，死亡人
数同比下降26.3%。

我省近期曝光的一批典型酒驾
醉驾违法犯罪和交通案例中，发生区
域既有城市道路也有居民小区，伤亡
人员既有驾驶人也有乘车人，既有少
量饮酒也有严重醉驾的。为全力防
范因酒驾醉驾导致的道路交通事故，
打消部分机动车驾驶人的侥幸心理，
全省公安交警部门扩大管控覆盖面，
采取路面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
合，加大对饮酒后驾驶、醉酒驾驶违

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此外，重点
加强对辖区酒店宾馆、KTV等餐饮
娱乐场所周边路段的巡逻管控，设立
临时检查点进行定点查纠，与巡逻检
查共同构成严密的检查网络，及时消
除酒驾整治“死角”。同时，查处范围
逐步向城乡接合部、农村道路延伸，
形成全方位严查声势。

“全省公安交警部门加大酒驾醉
驾查处力度，始终保持常态化严管严
治态势，营造开车不喝酒、酒驾必被
查的氛围。”省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
介绍。除了公安交警的严格执法，酒
驾醉驾治理能够取得成效，与“醉驾
入刑”的震慑密不可分。“醉驾入刑”8

年来，“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深
入人心，逐步成为机动车驾驶人的自
觉行为，彰显法治的力量。

随着执法力度的加强和汽车保
有量的持续增长，被查处的醉驾案件
呈上升趋势。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
今年上半年审结的刑事案件中，危险
驾驶罪首次超越盗窃罪，成为发案率
最高的刑事案件。

醉驾入刑后，发案率不断走高，
醉驾入刑对醉驾整治真的有效吗？
是否应考虑醉驾出罪？“醉驾入刑作
为前置性、预防性立法，实际上是行
为规范，是行为的边界，发挥的是对
行为的规范指引和警示作用。”面对

社会上出现的这些质疑，南京大学
法学院教授孙国祥分析认为，醉驾
入刑案件的增多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随着机动车、驾驶人数量的
增加和人们驾车出行频率的增加，
醉驾案件增加，但涉嫌醉驾的嫌疑
人在驾驶人队伍中的比例未必有提
高。另一方面，任何犯罪或多或少
都存在实际发生的案件数与被查处
的案件数之差，即所谓犯罪黑数。
近年来，公安交警部门持续加大对
醉驾的查处力度，降低醉驾的犯罪
黑数。定罪量刑的醉驾案件的增
加，建立在犯罪黑数显著降低基础
上，未必是实际发案数的增加。用
被查处的案件数来论证醉驾入刑对
遏制醉驾无效并不科学，更不应抹
杀醉驾入刑的成效。“在规范意识正
在逐渐形成的关键时刻，更需要坚
守执法底线，醉驾出罪应谨慎。”孙
国祥说。 本报记者 卢晓琳

本报通讯员 苏交轩

醉驾入刑后发案率为何仍走高
专家：用案件数衡量法律成效不科学

西津渡是
镇江文物古迹
保存最多、最集
中、最完好的地
区，是镇江历
史文化名城的
名片，旅游、文
化、休闲、商业
等夜游经济丰
富了这里的旅
游业态。

图为4日
的西津渡城
市中央休闲
区夜景。

本报记者
乐 涛摄

义诊、免费理发、垃圾分类宣
传……12月5日，泰兴市鼓楼文化
广场上人头攒动，由该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泰有爱”志愿服务总队发起倡
议，泰兴市委宣传部、文明办、文化馆
联合举办的“全民志愿文明共享”国
际志愿者日主题活动在这里举行。

活动现场，江苏南极机械责任
有限公司董事长倪治忠和他的萨克
斯老年团队演奏了《爱的奉献》，主
持人告诉大家，70岁的倪治忠这几
天身体不舒服，但4日晚10点多一
挂完水，他还是赶到舞台现场走场。
作为热衷公益的企业家，他多次捐
助未爱公益等爱心公益组织。当主
持人问他，这么大年龄为什么还要
这样热心公益，他爽朗地笑着说，

“做志愿服务，什么时候都不晚。”

“我要一盏台灯”“我不要什么礼
物，我只要爸爸妈妈能回家陪陪我”

“我要一支马克笔，画一幅画给我的爸
爸妈妈”……现场播放的视频里，燕头
小学的孩子们说出的一个个心愿，短
短几分钟便全部被志愿者认领。

在老乐在线志愿队队长的带
领下，全体志愿者对志愿服务承诺
宣誓。当天的活动现场，24支志
愿者服务团队在广场积极展示自
己的志愿服务项目。

据泰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张红霞介绍，泰兴市近年来成立了

“泰有爱”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总队，注册志愿者人数达29万余名，
相当于每4人中就有一名志愿者。

本报记者 赵晓勇
本报通讯员 建荣 孙刚 建东

志愿服务，什么时候都不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