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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成都市政府新闻办获悉，

成都市农业委员会主导开发的“菜易

通” 蔬菜产销信息平台日前进入运

行。随着该平台的建立和完善，不仅蔬

菜销售价格、 市场走势将得到数据支

持，而且蔬菜种植户将从传统的“自

发式生产”转向和采购商直接对接的

“订单式生产”，传统蔬菜产业或进入

都市现代农业新一轮的创新改革。

据了解，“菜易通” 平台（http:

//www.zgcyt.cn/）在4月底已进入试

运行阶段， 平台覆盖5亩以上的规模

种植户5718家、 专业合作社548家以

及采购商1.2万个。蔬菜生产信息涉及

的种植面积超过75万亩，包括蔬菜品

种、生产地点、种植时间、上市时间、

上市量、有无订单、联系人、联系方式

等信息。还在成都市主要蔬菜生产区

域布局了40个蔬菜离地价格采集点，

重点针对25个蔬菜大宗品种每日报

送离地价格。

“菜易通”平台将蔬菜种植农户与

经销商直接对接。种植户可查看某一蔬

菜品种在特定地区的种植情况，根据预

警机制，调整种植规模。采购商则可根

据上市时间，选择其关心的品种查看区

县、乡镇直至种植户的产量情况，确定

购买意向。平台提供的网上交易功能还

为网上展销提供便利。强大的数据分析

功能和应用是平台又一大亮点。通过

整合供需信息、交易数据采集以及政

府价格采集数据，平台大数据分析系

统将在日、周、月、年不同时间段，分析

市场行情、价格走势、供需匹配度、供

需走势等数据， 发布实时指导信息。

（原文载于《农民日报》

5

月

27

日

06

版）

由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牵头组

建的“成都西部医疗联合体”日前成

立。这个由成都35家各级医疗机构组

成的联合体将以抱团发展的方式，全

力推进分级诊疗， 逐步实现70%的常

见疾病在基层医院治疗，30%的急症

和重症在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诊治，从

而让医疗资源得到合理分配，居民生

病后不用一味去大医院挤。

医联体成员单位，特别是拥有权

威专家的单位，将定期抽调专家到基

层医院坐诊，如遇到大病重病，将享受

医联体内优化诊疗、住院及检查绿色

通道，直接转到对口三甲医院就诊。

除了成立医联体， 大医院托管小

医院在合理分配医疗资源、 提升基层

医疗能力方面也起到良好的作用。

2011年1月，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托管

蒲江县人民医院。2014年1月， 双方签

署第二轮托管协议，确定用5年时间将

蒲江县医院建设成为“具有三级医院

水平的区域医疗中心”。

成都市三医院全面接管蒲江医院

的经营管理权后， 改组了蒲江医院管

理层， 委派院长助理担任蒲江医院院

长，带领管理团队。同时派出4名医学

博士分别担任重症医学科、神经内科、

心血管内科、 呼吸内科等业务科室主

任。市三医院先后派遣100余名医疗骨

干到蒲江医院坐诊、查房、手术、讲座。

（原文载于《人民日报》

5

月

27

日

15

版）

早上7点，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梁益建

到达办公室后，打开电脑，再次将病人资料翻出

来反复研究，准备即将进行的手术。尽管他是国

内首屈一指的脊柱外科专家，主刀做过的脊柱畸

形矫正手术超过1000例，但每场手术前，他都会做

好万全准备，力求尽善尽美。梁益建知道，这关系

到一条生命的尊严、一个家庭的幸福，容不得任

何闪失。

可以说，他开辟了一个“驼背神话”。有一

次，某外省专家看到梁益建的一位患者手术前后

的对比照片———从一个不可思议的扭曲角度到

能够正常直立，竟以为是电脑合成。

挑战不可能

不足1.3米的患者 术后1.78米

2008年， 梁益建顺利帮脊柱后凸畸形患者伍

才林实施了手术，术前不足1.3米的患者，站起来

竟然是1.78米的高个子！伍才林的命运被改写，而

梁益建也从患者及家人的欣喜若狂中，找到了自

己作为医生的成就感和使命感。 从这一年起，他

更加致力于脊柱畸形矫正研究，6年以来，他主刀

的手术超过1000例， 其中一半以上的患者在治疗

后，效果可以用脱胎换骨来形容。

在1个小时的采访时间内，梁益建接了8通电

话，均是工作事宜。第一通电话，对方与他确定到

重庆为一儿童患者做手术的时间，排在6月初；第

二通电话，是患者家属咨询手术注意事项；期间，

他还签署了两份病情说明。

骨科走廊里新贴的一份感谢信，是一位江苏

患者家属写的。这个28岁的患者，14年前诊断出患

有强直性脊柱炎，家属带他走遍了北京、上海数

家医院，均未能控制病情，后发展成双髋坏死、脊

柱弯曲成96°，走路吃力，生活无法自理。今年2

月，这家人来到成都找到了梁益建。经过三个月治

疗、三场大手术，目前，患者已能下地走路，更重要

的是，他的腰杆完全直立了起来。

有人形容，这些“驼背”患者家庭像“追星”

一样追逐着梁益建，他在哪里，他们就奔到哪里。

他做的手术，难度系数高、风险太大，被许多医院

医生称为“禁区”，因而不愿意去闯。但梁益建一

次次用实际行动证明，禁区并非是绝对的，他挑战

着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成功的手术， 让一个又

一个的患者挺直了腰杆。

茶馆里“募捐”

他为患者争取数十万捐赠

梁益建没有因为被病人“追逐”而骄傲。他说，

这些病患家庭被经年累月的病痛阴影追逐着，一个

患者直不起腰杆，一个家庭的“脊梁”都沉甸甸地

负重着。

“腰杆直立起来，你会发现，一个人的气质都

变了，”梁益建说，经过手术后才发现，原来这些

患者都是漂漂亮亮的男孩子、女孩子，或许因为直

起腰杆后消化系统等功能的改善， 患者的皮肤也

会变好，五官也有了变化，这让他也觉得神奇。一

个患者直立起腰杆， 一个家庭的命运都产生了变

化。他说，就是这股成就感支撑他不断进取，不断

地勇闯禁区。

不少患者家庭经济困难， 手术和治疗费用对

他们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得知后，梁益建总是

难以袖手旁观，积极地联系厂家，希望他们为贫困

患者提供免费治疗器械，还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

希望为病人募集医疗费。

“我身边有钱的朋友，都被我‘化缘’过了，有

的要过几次了，小气点的都不愿意理我了，”梁益

建笑道。他说，自己空闲时喜欢打太极、喝茶，在经

常坐的茶馆里，都会翻出手机里的照片给老板和其

他客人看，再讲讲病人家庭的困境，倡议他们捐款。

“善款不经过我的手，都是直接捐赠给指定

的病人，”梁益建说，这些年来，他为经济困难的

病人家庭募集的费用达到数十万。

同一屋檐下

与儿子几天碰不到面

每周2至3台手术， 每周抽一天去市三医院结

对帮扶的大邑县中医医院， 周末还要开会……梁

益建随时在赶时间，连轴转。

“儿子说，无论如何都不当医生，”谈及家庭，

他说，自己也为不能多抽时间陪伴妻儿而内疚，但

也无可奈何。有时他加夜班，儿子也要上晚自习，

一个回家时，一个已经睡了，虽然在同一屋檐下，

可有时两三天都碰不到面。儿子虽然没有抱怨，但

也表示，自己无论如何不会当医生。

自己为什么选择做医生？ 梁益建出生在煤矿

工人家庭。小时候，一次煤矿事故让父亲全身多处

骨折，病卧床上两年之后离世。由于得不到良好治

疗，父亲承受了许多痛苦，目睹这一切的梁益建当

时就发誓，长大之后一定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1986年，他大学毕业后从医，后又经自己努力考取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到美国做访问学者，至

今已经有28年从医史。

一名好医生的标准是什么？梁益建说，专业医

术和医疗道德，这二者缺一不可。精湛的医术是为

病患解除痛苦的“硬件条件”，同时，还必须有为

病人服务的医疗道德， 才算得上是合格的医生。

“读大学时， 我给自己立下的目标就是当一名好

医生，28年过去了， 现在想想， 应该算是做到了

吧，” 梁益建若有所思地说， 旁人都说做医生辛

苦，但想想那些成就感，他就觉得，值得坚持下去。

6年 他帮上千驼背患者挺直腰杆

骨科专家梁益建：我曾立下目标，当一名好医生，现在应该算是做到了吧

农民日报刊文聚焦成都试点蔬菜产销信息平台

农民看着订单种菜

人民日报刊文关注成都“医疗联合体”

成都35家医疗机构“合体”

成都商报讯

昨日在成都召开的

全省政务微博、微信培训会上，省政

府新闻办和省互联网信息办联合发

布《2013年四川政务微博发展研究报

告》。《报告》 显示，2013年是四川省

政务微博大发展的一年。在四川省21

个市 （州） 政务微博快速发展的同

时，57家省直部门及管理机构也全面

开通政务微博。 截至2013年12月31

日，四川省政务微博账号在腾讯平台

上有5844个， 在新浪平台上有4500

个，全省账号数量名列全国第3位。其

中，@四川发布、@成都发布等政务

微博影响力突出，两个账号均在全国

副省级以上城市政务微博排名前五。

而综合新浪及腾讯微博平台数

据，2013年成都市各级机构开设政务

微博账号数量约占全省政务微博数

量的54.6%。此外，绵阳、德阳、南充等

地政务微博数量排在前列。 据 《报

告》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12

月31日， 粉丝量超过100万的政务微

博有4个，分别是@四川发布、@成都

发布、@四川司法、@四川省旅游局。

四川省政务微博数量 全国第三

成都各级机构政务微博数量占全省过半

媒眼 成都

看

术前不足1米3的患者，术后站起来竟有

1米78；强直性脊柱炎14年，患者脊柱弯曲

成96°，生活无法自理，三场大手术后已能

下地走路……6年来， 梁益建主刀的手术超

过1000例，难度高、风险大，是许多医生不

愿闯的“禁区”，而他成功挑战不可能，让众

多“驼背”患者挺直了腰杆。

为帮经济困难的患者减轻负担，梁益建

不仅积极联系厂家， 争取免费治疗器械，还

找上身边的朋友，募集医疗费，连在茶馆喝

茶时， 都会倡议老板和其他客人捐款。“我

身边有钱的朋友，都被我‘化缘’过了，有的

要过几次了， 小气点的都不愿意理我了，”

梁益建笑道。

手术台下的

用心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医生梁益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