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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欧阳先锋 潘璐璐 记者
郑伊琛）记者昨日获悉，省人社、财政、
发改、工信等四部门近日出台《关于失
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发展有关问题的
通知》，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鼓励职
工提升技能水平，支持企业稳定发展。

《通知》明确，对依法参保足额缴费
一年以上且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企业，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可按上年度实际缴纳
失业保险费的 50％返还；对存在规模
性失业风险且不裁员或少裁员的支柱
产业企业，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审批，返还标准可上浮10%-20%。对
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
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困难企业，稳岗
返还标准可按上年度6个月的当地月
人均失业保险金标准和上年末失业保
险参保人数确定。

《通知》放宽了技能提升补贴申领
条件，自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
月31日，在我省现行技能提升补贴政
策基础上，扩大补贴政策范围，申领补
贴人员范围由企业扩大到企业、事业单
位（含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在职
职工，缴费条件由在职职工累计缴纳失
业保险费36个月（含）以上放宽至累计
缴费12个月（含）以上。技术技能提升
补贴标准为初级（五级）1000元、中级
（四级）1500元、高级（三级）2000元，不
含技师、高级技师等级。

《通知》要求，对存在失业保险历
史欠费的参保企业，在补缴欠费后可
申请稳岗返还。对“僵尸企业”及严重
失信企业（信用中国陕西网站列入黑
名单的失信企业），不宜返还失业保
险费。

支持企业稳定发展新政策出台

企业不裁员
获返一半失业金

昨日，在唐都医院住院部，
躺在病床上的杨泽宇满脸痛苦，
9时许，他又吐了 400毫升左右
的鲜血。

医生介绍，目前针对杨泽宇
的病情，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肝
脏移植，但高昂的费用让这一家
人有些犯难。

杨新楼在延安的工地做杂
工，一天 130元，杨俊侠在家务
农，大儿子得了病，小儿子刚毕

业，说起目前的状况，50岁的杨
新楼哭得很无助。

杨泽宇辞职后，社保也断
了，但目前原单位称，会联系湖
南益阳当地的人社部门，让杨泽
宇能够续交社保。

如果你想帮助这个年轻的
小伙子，可与他家人联系。杨新
楼 13572386739； 杨 俊 侠
13474699858。

文/图本报记者白圩珑

需要肝脏移植费用难倒家人

不想给身边人添麻烦

90后小伙隐瞒重病辞职
家住渭南市澄城县的杨泽宇今年24岁，正值青春年华的他，昨日满脸痛苦地躺在病床上，因患肝硬化需进行肝脏移植手术。

“他不想给身边人添麻烦，工作也辞了，病情一直隐瞒着，直到不久前吐血晕倒，我们才知道，他在病床上还为没陪他妈过母亲节而
内疚。”提起儿子，50岁的父亲杨新楼泣不成声。

杨泽宇大学毕业后，在湖南
益阳找了一份工作，平时很少回
澄城老家，今年“五一”假期前一
天，他突然回来了。“他当时说工
作累了，想回来休息几天，还说
刚好碰上‘母亲节’，陪我出去转
转。”母亲杨俊侠说，当时她还不
知道儿子已身患重病，反倒觉得
儿子长大了，懂得孝顺父母，让
她心里暖暖的。

直到5月4日吃早饭时，杨
泽宇突然口吐鲜血晕倒在地，

120急救车将其送到当地医院
后，被诊断为肝硬化，后转至唐
都医院进行治疗。办理相关住
院手续时，杨俊侠在儿子的包中
发现了湖南当地医院医疗诊断
书，原来，早在2018年12月，杨
泽宇已被诊断出肝硬化，为了不
让家里人担心，他一直隐瞒
病情。

“他回家之前还在湖南当地
医院做了检查，病情已经很严
重，但他没有说。”杨俊侠说。

儿子吐血晕倒父母方知真相

与诊断书放在一起的还有
一封辞职信，原来杨泽宇4月份
得知自己的病情严重后，在未告
知工作单位病情的情况下主动
辞了职。“我问他为什么辞职，他
说自己病得很重，不能胜任这份
工作，不想给单位的领导和同事
们添麻烦。”杨俊侠说，杨泽宇的
想法很简单，他知道家里的经济
情况一般，不想给他人增添负
担，所以隐瞒病情。

至于选择辞职，杨泽宇说，
父母从小教育他要懂得善良和
感恩，父母虽然是农民，但一直
是自食其力，这让他学会了自强
和自尊，所以得知自己生病后，
他就本能地选择了辞职和隐
瞒。父亲杨新楼也说，儿子总是
为别人着想，5月4日，儿子本想
陪母亲出去转转，没成想住进了
医院，为此儿子还在病床上向母
亲一个劲地道歉。

不愿麻烦他人隐瞒病情辞职

杨俊侠坐在病床边紧握儿子杨泽宇的手

岳瑾琢 超声世界里的探索者

超声影像作为三大影像技
术之一，目前已成为临床使用
最广泛的影像学检查之一。随
着超声技术的快速发展，在突
破肺部超声检查的禁区后，超
声真正实现了从头“看”到脚；
从二维平面图像、三维静态立
体成像到四维动态立体成像，
让超声检查与患者越来越近。
就像孕妈和未出生的宝宝通过
超声影像“见面”，让不懂超声
的也能看懂超声，这种亲子纽
带拉近了医学和普通人的距
离。在这个“黑白分明”的无声
世界里，西安大兴医院功能科
主任岳瑾琢整整探索了30年。

岳瑾琢，西安大兴医院功
能科（超声科）主任，主任医
师。原第四军医大学医学影像
学硕士。从事超声工作30余
年，先后在原第四军医大学西
京医院、长安医院、西安市儿童
医院等医院工作。国家卫计委
超声医学专科能力建设专家组
成员、中国医师协会超声分会
儿科专委会常委、中国超声医
学工程学会儿科超声专委会常
委、陕西省产前超声诊断中心
受聘专家、陕西省超声工程学
会常委、西安市医学会超声医
学分会常委。擅长心脏及腹部
疑难超声诊断，尤其是在复杂
先心病，冠心病，瓣膜病，儿童
心脏病、超声介入诊治、新生儿
颅脑及髋关节超声方面造
诣深厚，经验丰富。

快乐“探望”小宝宝
在西安大兴医院功能科产前超声检

查室，主任岳瑾琢正在给一位孕妇做产
检。他一边变换探头位置，一边细致为孕
妇解释图像，“这是宝宝的头，宝宝的手，
瞧，翘着拇指在给妈妈点赞，两只脚交叉
着，这是脊柱，排列整齐……”孕妇眼睛盯
着检查床上方的显示屏，看着肚子里宝宝
的模样，听着岳主任的解说，眼里满是激动
和惊奇。陪同检查的准爸爸心情特别激
动，“真没想到，孩子的样子看得这么清楚，
医生特别随和，风趣，我们聊着天，就把检
查做完了。心情一下子放松了！”

跟很多医院超声门口“爆满”“拥
挤”“嘈杂”的环境氛围不同，岳瑾琢主任
倡导温情产检理念。他说，“我做了30
年超声检查，很多孕妇走进检查室就紧
张，不敢说话，想问不敢问。一般医生
检查完给孕妇说‘孩子好着呢’，究竟怎
么个好法，也不多解释。孕妇往往是忐
忑不安地进来，一头雾水地出去，全程
很少交流。”这一点，恰恰是岳瑾琢最想
改变和改进的地方。“孕期是女性必经
的一个特殊阶段，她们不是患者，我希
望孕妇来做检查能很放松，很享受，和
自己即将出世的孩子见面应该怀有激
动、美好的心情。”

来到西安大兴医院后，岳瑾琢主任
开始实施他的产前超声检查的理念：把
两个产前超声检查室重新装修，贴上壁
纸，营造出温馨的环境；邀请准爸爸陪同
孕妇做超声检查，将亲子互动提前到孕
期；在孕妇床尾的位置吊装了显示器，孕
妇躺在床上做检查的时候，能看到胎儿
的实时动态活动图像。四维彩超就像宫
内“写真”一样，能让孕妇看到孩子的一举
一动，真切地看到孩子的相貌表情，给孕
妇带来愉悦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他还
提出产前检查“56字服务规范”，要求微
笑服务、姓氏服务、交流服务，做到“解释
图像说知情，暖语相伴嘱关怀”，给孕妇一
个温馨的检查氛围。

产前“预见”小生命
产前超声诊断风险性很高，万一“没

看到”漏诊了一个畸形胎儿，或者“看错
了”误诊了一个畸形胎儿，都会给孕妇及
其家庭带来巨大的身心创伤和遗憾。这
就要求超声医师具备丰富的多学科临床
知识，当筛查出胎儿有结构性缺陷时，超
声医师给出的结论和建议要客观、准确、
合理。需要知道孩子出生后可能会面临
什么问题、能不能治疗、能治疗到什么程
度......这些评估，对孕妇的选择至关重要。

“相反，如果孩子好好的，超声误诊
说孩子有缺陷，敏感的家长可能会选择
放弃，这就是一个很糟糕和遗憾的事情，
对畸形把握不准确，就会给孕妇及家庭
带来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岳瑾琢说。

有一次，岳主任给一名孕妇做产前
超声检查，发现胎儿足内翻，孕妇及家人
非常焦虑。岳主任对超声影像仔细评估
后给孕妇一个合理的建议，这个畸形出
生后可以很好地矫治，矫治成功率在
98.5%以上。胎儿出生一周后，他又帮助
患儿家长联系了儿骨科专家，选择恰当
的时间做了矫治，孩子3个月大的时候，
脚的畸形已经完全矫治好了。看到健健
康康的孩子，家长的感激之情不可言
喻。孩子父母讲到，他们都是80后，独生
子女，放弃了这个孩子，再怀不上，那就是
终身遗憾了。岳主任的建议和帮助，鼓
励与安慰，真是给了他们几代人的幸福。

透过超声影像，“预见”未知世界。
很多人会认为，产前超声检查能检出所
有胎儿畸形。针对这一问题，岳瑾琢表
示，这是一个常识性的误区。孕期超声

检查不可能检出所有胎儿畸形，有的畸
形也不是一次检查就能够发现，需要动
态观察，所以说产前超声排畸不是万能
的。原因主要有：产前超声受多种因素
的影响，如胎儿在宫内的位置、姿势、羊水
量、孕妇脂肪厚度、检查设备等，这些会不
同程度干扰成像质量，降低检查的准确
度。超声检查主要针对结构性疾病，对
功能性疾病无法预测和判断。部分结构
疾病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不是一次检
查就能发现，可能需要多次检查。

超声医师的工作原则是尽可能去发
现存在的可见畸形。哪些畸形出生后能
手术？能做到什么程度？是可以根治还
是姑息治疗？根据多年的超声诊断经验
和临床知识的积累，岳瑾琢给了很多患
者有价值的建议，也挽救了很多还在发
育中的胎儿。

用心成就“博学家”
岳瑾琢1987年毕业于原第四军医

大学，1989年进入超声专业，从事超声检
查与治疗30多年，数万例的病例，他积累
了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原第四军医
大学西京医院10余年，打牢了心血管超
声的扎实基础。在长安医院、西安市第
四医院、西安市儿童医院等医院工作经
历，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他的专业领域，
在心脏血管超声、腹部超声及介入诊治、
产前超声、儿科超声等专业领域经验丰
富，造诣深厚。

超声科既要满足住院和门诊患者的
检查需求，又要提高检查的服务质量。为
了改变超声科每天高峰期检查的拥挤现
象，岳瑾琢改变了传统的工作方式，把部分
住院患者预约到下午，避免了早上与门诊
患者检查的冲突；增加困难患者的床旁超
声检查，减少住院患者在超声科检查的数
量；增开周六、周日四维超声，将部分患者
进行分流；划分超声亚专业小组。通过对
流程、人员、设备的调整，科室门口“检查拥
堵”现象明显改善。科室还为小患者设置
一个儿童超声检查室，卡通式的房间装饰

和房顶吊装的电视，让孩子们看着动画片
就完成了超声检查。

他说，超声医师发现“问题”的能力，
来自于成长历程中大量病例的积累及总
结思考。好的超声医师必须是一位“博学
家”，也就是“见多才能识广”。简单来说，
当探头滑过的时候，也许病变已经显现，如
果超声医师不认识这个病变或者之前没
有见过，很可能就会“放过”病变。有经验
的超声医生，探头一过，只要有异常，就能

“抓住”，微小病变也无处遁形。“量”的积
累，会提高对疾病的认知度，对异常的识别
度就更灵敏，“眼力”才会越练越好。

超声医学也在发展中更多参与到疾
病的治疗过程，形成了一个新的亚超声
专业叫介入超声，例如射频消融、活检、置
管……岳瑾琢经常对科室介入组人员强
调：介入超声更强调超声医师对适应症和
禁忌症的把控，了解患者病情，避免风险，
安全性是介入超声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年资略低的超声医师可能多关注的是“探
头下发现了什么”，而经验丰富的超声医生，
除了看超声显示出来病变，会关注临床医
生“想知道什么”，“想排查哪些问题”。这
样的报告往往具有更高的临床参考价值。

在超声影像这个“无声”世界里，岳
瑾琢看到的是美丽的风景。他在新年寄
语里写道：“我爱超声，她是我动力的源
泉。她让我不停地钻研，从一个领域到
另一个领域，忙忙碌碌，却乐趣横生。我
信奉医者仁心，无论到哪里，仁心依然。”
这些朴实的话语，正如岳主任的为人，他
是超声世界的探索者，更是给他人送去希

望和快乐的人。文/梁红娟图/阮班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