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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全面签约推行月余“今晚调查”关注“私人医生”服务

66.11%受访市民看好家庭医生发展
6 月 1 日起，本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各区全面推开，市民可携带本人医保卡和
身份证，就近选择居住地所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签订服务协议。家庭
医生作为家庭的
“私人医生”，
能够提供连续、
持续、
便利的健康服务，
为广大市民尤其
是慢性疾病患者、
老年患者提供了诸多方便。目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已在本市全面
推行了 1 个多月。那么，市民对家庭医生的了解程度和认知态度如何，家庭医生在从
事这项服务中又有何感受呢？
就此，本期
“今晚调查”通过今晚传媒集团旗下《中老年时报》微信公众号、
掌上天
津 App、腾讯大燕网向市民发起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 338 份。在 338 名受访者中，老
年人居多，60 岁以上超过半数（55.62%）；51 至 60 岁市民超过一成（15.09%）；41 至 50
岁占一成（10.06%）；31 至 40 岁超一成（12.13%）；30 岁以下不到一成（7.1%）。同时，我
们对签约居民和签约家庭医生进行了访谈。结合调查数据与访谈，希望对本市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重要举措的更好实施有所帮助。

半数受访者知悉家庭医生

对
“全面健康评估”
最感兴趣

今年年初，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本
市和平、河北、北辰三个区试点。6 月 1
日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各区全面推
行。那么，市民对家庭医生的了解程度
如何呢？数据显示，一成（10.95%）受访
者表示了解家庭医生，40.83%受访者表
示“知道一些”，可见，超过半数的人或
多或少已经知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签约家庭医生的居民能够享受包括
“中医药保健”
“转诊绿色通道”等多项服
务。就市民对家庭医生各项服务的感兴
趣程度，我们进行了调查。数据显示，
“每年 1 次全面健康评估”
“ 常见病中西
医诊治”
“专业就医指导”
位列前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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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实录 1
赵婷是驻和平区香榭里社区卫生站
的全科家庭医生，所在团队签约居民已
有 1900 人。虽然签约的居民数量很多，
但由于采用了预约门诊的方式，能缓解

了解，有点儿小问题就不用出社区了。
虽然现在还没有带孩子看过医生，但孩
子生病的几率还是有的。”在庞女士看
来，由于经常去卫生院打防疫针，医生
对孩子的身体状况比较了解，很多问题
交流起来比较方便。
“ 我觉得大夫挺负
责任的，孩子的签约服务我很满意。感
觉不方便的就是我的社保在北辰区，但
住在河北区，我想签约家庭医生的话还
要转社保关系，有点儿麻烦。”

访谈实录 3

人手紧张的问题。从赵婷的服务经验来
表示，不少居民把家庭医生理解为“在家
看，家庭医生为社区居民带来了很多方
看病”，她认为应该更多地向居民宣传推
便。
“ 服务的社区老年人多，行动不方
广家庭医生的知识，增强医患沟通，让更
便。以前慢性病患者一次最多开半个月
多的居民了解和接受家庭医生服务。
的药，签约家庭医生后，一次可以开一个
近四成有明确签约意愿
月的药，同时社区医院的药品比以前也
全了，
这些都能减少居民的就医次数。
”
签约家庭医生能获得多项服务，为
除了开药，签约家庭医生的居民还
此，市民签约的意愿也比较高。调查数
能享受项目更多的体检服务、医联体转
据显示，有近一成受访市民（9.76%）已经
诊服务等。赵婷说，
“我们和总医院组成
签约；近四成（37.87%）受访市民表示“想
医联体，有很多便利。居民到总医院挂
签约”；还有超过四成（44.08%）表示“了
专家号比较困难，社区医院和总医院成
解一下情况再说”；而表示“没兴趣”
“说
不好”
的不到一成（8.28%）。
立医联体后，签约家庭医生的居民可以
开转诊单挂总医院主任的号。居民还可
以在社区医院抽血，由医务工作者将样
本带到总医院化验，不出社区就能看到
化验结果，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
已经签约
想签约
了解下
据赵婷介绍，家庭医生为很多老年
9.76%
情况再说
37.87%
人尤其是行动能力差、
意识不清的患者带
说不好
44.08%
来诸多便捷。
“不少老年人心脏不舒服，
去
4.73%
一次大医院很费劲。一般遇到这种情况，
没兴趣
家庭医生会带着心电图机上门检查，
先保
3.55%
证患者的身体安全，
然后再进一步安排检
查、
治疗。还有一些意识不清的患者需要
访谈实录 2
换导尿管，
以前每个月都要去大医院急诊
庞女士的孩子今年 3 岁，她 5 月份在
更换，
现在家庭医生上门服务，为患者和
河北区为孩子签约了家庭医生。
“社区医
家属减少了很多负担。
”
院离家近，医生对孩子的健康状况比较
谈到居民对家庭医生的认知，赵婷

王倩倩是和平区世昌里社区的家庭
医生，还兼任南营门医院的公共卫生医
生，
目前所在团队已签约1400人。
“我的服
务对象有很多孩子，
还有一部分老年人。
”
由于既负责老年人的查体，
又兼任家庭医
生，
王倩倩对很多慢性疾病患者的情况比
较了解，有不少人一进门就能叫出名字，
“这对于良好的医患关系帮助很大。
”
王倩
倩的服务对象中有一位大娘，
家中有位60
多岁、患有偏瘫的老大爷。一次，这位老
大爷需要开具偏瘫证明，作为签约对象，
王倩倩主动上门为老大爷测肌力，
测量之
后很快为他开具了证明。这件事儿让大
娘一家人特别感动。还有很多签约老人
出门不方便，
又想做 B 超检查。遇到这种
情况，王倩倩会提前把单据开出来，第二
天就能够为预约老人优先做 B 超检查，
免
去了排队等候的诸多不便。
据王倩倩介绍，
很多家长为孩子签了
家庭医生，
能够享受儿保医生的疾病预防、
体质改善指导。
“社区医院和总医院成为医
联体，
每周一、
三、
四上午，
总医院会有儿科
专家来社区为签约居民坐诊，
这几个时间
段也正是儿童接种疫苗的时间，
这项服务
很受家长欢迎。
”
就家庭医生的完善，
王倩
倩说：
“现在，
家庭医生工作室还尚未成为
实体，
希望以后能逐步建立。
”

近七成市民看好家庭医生发展
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的服务是否满
意呢？就此，我们电话访谈了签约家庭
医生的居民。

访谈实录 4
谢先生住在南开区，已经签约家庭
医生。对于家庭医生，谢先生认为签约
者确实得到了看得见的实惠，
“基层医疗
机构就医城职报销比例由 75%提升到了
80%，门诊统筹最高支付标准由 5500 元
涨到 5700 元，这些挺实惠。除了这些，
拍 CT 片直接到王顶堤医院，抽血化验
在社区就能做，比以前方便多了。”在问
及对家庭医生提供的服务还有哪些建议
时，谢先生说：
“我们社区老年人居多，对
家庭医生的需求比较旺盛，但现在社区
医院只有两名全科医生，还有 1 位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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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每天光开药这项工作就忙得不亦乐乎，
很多签约服务没有时间去做。还有，社区
医院条件一般，冬天冷、夏天热。”谢先生建
议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更精准，
“希望老年
人多的社区能增加全科医生数量，让家庭
医生承诺的每项服务都能兑现”。
而就市民是否看好家庭医生的未来发
展，数据显示，近七成（66.11%）受访者表示
“看好”。

访谈实录 5
赵建霞是和平区南营门医院的病房医
生，同时兼任绵阳道社区的家庭医生，所在
团队签约居民 1000 人。赵建霞下夜班的时
间一般是中午，
然后会利用中午、
下午的时间
出诊。由于签约居民都有家庭医生的电话号
码，
休息的时间赵建霞也会接到很多电话。
“我
服务的社区老年人很多，
尤其是卧床病人、
脑
梗病人多，
还有不少病人需要下胃管。对于
这些重点人群，
有个感冒发烧的，
家庭医生通
过上门检查能解决不少问题。但如果遇到感
染特别重的，
还是要安排转诊。
”
由于既要在病
房工作，
又要兼任家庭医生出诊，
赵建霞医生
的工作比较紧张，
压力和强度大。她建议家
庭医生双向转诊制度能够更完善，以应对签
约患者病情变化的状况。

新闻链接
医联体是指区域医疗联合体，是将同
一个区域内的医疗资源整合在一起，通常
由一个区域内的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社
区医院、村医院组成一个医疗联合体，目的
是为了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发烧感
冒的就不用再挤进三级医院了，在小医院
也能解决。

网友声音

微信网友玉璽：
我血压高，常年吃药，去大医院只给开
一周药，又麻烦又费钱，如果家庭医生能给
药就太方便了，因为我常年吃固定的药，定
量定时的，若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不仅我
自己方便省钱，还减轻了大医院的负担，节
约了宝贵的国家资源。
微信网友刘志萍：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一个很大的工
程，应尽心竭力地去办，也关系到每一个人
的健康问题，应配备相应医生做一些工作，
对以后的居家养老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微信网友刘瑞林：
双 手 赞 成 ，为 年 轻 人 排 忧 ，为 老 年
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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