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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山花烂漫的季节，选手们用脚步丈量美丽乡村，体验田园的生态魅力

陆家嘴地区倡议发起“垃圾分类进楼宇”
将全面推广绿色账户虚拟卡 180 个小区试点自助积分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生活垃圾分类进楼宇”，5月 10 日，

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指导，上海市惠众绿色发展促进中心主

办的“我邀您，来分类，楼宇践行新时尚”———上海绿色账户年度白

皮书发布会，在上海中心举行。上海中心等陆家嘴地区各办公楼宇

代表，积极响应活动倡议，在现场签署了垃圾分类倡议书。

全面推广绿色账户虚拟卡
180 个小区试点自助积分

活动当天，《上海绿色账户 2018 年度白
皮书》发布。白皮书梳理并总结了 2018 年绿
色账户在宣传垃圾分类、推进账户覆盖、提高
市民环保意识方面所做的工作和探索，叙述广
大基层组织在垃圾分类收集方面的辛勤工作
和创新模式。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作为
惠众公益的理事单位，积极开展“绿色账户 72
变活动”、“绿色 +金融 + 公益”等积分兑换
活动，打造了 100 家“绿色网点”，截至 2018
年末，累计发行绿色账户套卡 42 万张。自绿色
账户项目开展以来，中国银行共计投入万余人
次，深入到了全市 16 个区的 6700 多个社区，
组织超 2万场社区专属推广活动，累计发卡超
50 万张，宣传覆盖超 60 万户居民。

同样，支付宝针对虚拟卡用户，在支付宝端
设立有专属的商城，定期上架各种礼品权益。在
绿账微信公众号内，绿账实体卡和虚拟卡用户
均可直接兑换绿色账户积分商城的礼品。

据了解，上海绿色账户用户目前已经达到
560 多万，上海惠众公益理事长邹华透露，
2019 年，绿色账户中国银行套卡也将更新新卡
面，加入了更多线上线下的权益。为方便居民用
户注册和使用，同时节约资源，减少塑料产生，
随着系统完善，今后将积极推广绿色账户虚拟
卡，进一步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理念。居民可在
“上海绿色账户”微信公众号和支付宝端申请
注册绿色账户，也可绑定已有的实体卡和套卡，
而虚拟卡的推广也为市民自助积分创造基础条
件。通过虚拟卡的逐步升级发展，使绿账用户更
加分享科技便捷，减低社会综合管理成本。

为方便居民兑换，绿色账户今年将建立自
助积分操作应用系统，并在小范围内进行测
试，目前惠众公益正在与虹桥镇和吴泾镇沟通
约 180 个小区进行自助积分试点工作。

陆家嘴地区发起
垃圾分类进楼宇倡议活动

本次活动中，陆家嘴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发起了“全民齐行动 践行新时尚———积极响
应和践行垃圾分类进楼宇的倡议”。

街道负责人表示，陆家嘴地区作为上海标
志性区域，要充分发挥其示范性和引领性。上
海中心等陆家嘴地区各办公楼宇代表积极响

应活动倡议，在现场签署了倡议书：各级基层
党组织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生活垃圾分
类进楼宇；各楼宇物业服务企业要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规范分类容器配置、规范分类物流渠
道、规范保洁人员作业、规范分类宣传告知，引
导楼宇自觉分类；要减少使用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一次性消费品，从源头上控制垃圾生成总
量；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巡查执法，发现违反条
例的行为，及时制止并督促整改。

在上海中心的餐饮一条街，乐忻皇朝餐

厅、全家等商户，都已设置了分类垃圾桶。进入中
国银行上海中心支行的网点，休息区的小桌子
上，摆放了垃圾分类宣传手册，并通过垃圾桶模
型、各种生活垃圾小卡片等，向公众宣传垃圾分
类。在每个办事柜台后方，也都设置了可回收物
和干垃圾两种分类桶。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于 7 月 1

日起实施，这意味着上海市全民将步入生活垃
圾全程分类时代。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环
卫处处长徐志平表示，根据“谁产生、谁负责”
的原则，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分类投
放的责任主体，应当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至相
应的收集容器。不按规定投放的行为将面临惩
处，根据条例，个人将有害垃圾与可回收物、湿
垃圾、干垃圾混合投放，或者将湿垃圾与可回收
物、干垃圾混合投放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立
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
罚款；单位未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至相应容器
的，拒不改正的，处以 5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
下罚款。

为配合管理条例的颁布和实施，上海惠众绿
色公益发展促进中心开发编辑了普法宣传 AR
软件及宣传手册，即将发行。

上海市绿化与市容管理局副局长唐家富认
为，垃圾分类除了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和依法管
理，更加需要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居民
的参与，相信在大家的共同的努力下，上海垃圾
全程分类体系建设将不断完善，上海未来会拥有
更加美好的明天。

5月 10 日活动现场 物业公司代表在倡议书上签名

陆家嘴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杨福成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
局环卫处处长 徐志平

上海惠众绿色公益发展促进中心理事长 邹华

中国银行网点
垃圾分类小游戏

中国银行柜台垃圾分类
宣传材料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副局长 唐家富

■本报记者 黄杨子

申城社会办医机构已达 2539家，如何吸引青年优秀人才成为新挑战

“专家治院”补齐社会办医学科人才短板
高水平社会办医机构近年来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市卫健委官方数据披露，截至 2018年
底，上海市社会办医机构已达 2539 家。不过，

在记者走访本市多家社会办医机构中，相关从
业者也向记者反映了它们面临的新挑战———

青年优秀人才怎样才愿意进入社会办医机构？

相关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如何维系？ 今年初，

首个由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办医机构携手打
造的眼科医疗中心“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上
海新视界眼科中心”在长宁区签约成立。半年
实践以来， 这家眼科中心是否在治院战略延
伸、补齐教研短板上有新尝试？

专家应成公立与非公的桥梁
社会办医机构纷纷引进三甲医院专家，带

动各亚专科蓬勃发展，逐步克服了社会办医机
构以往“医疗水平跟不上”的顽疾。专家同时带
来了先进技术、庞大的患者群乃至个人品牌的
人脉，但新视界眼科中心主任、院长荣翱认为，

“专家跳出体制进入非公机构后， 不能做单打
独斗的‘独行侠’。公立医院与社会办医机构已
经到了必须携手共进的新阶段。”

“公立医院专家资源充足，但病人量大、病
床紧缺；而社会办医机构在日均门诊量、日均
手术量以及病床流转速度上有优势。双方结合
后， 预计每年能额外提供 20%的门诊能力、增
加约 15%的手术机会。” 如今在同济眼科和新
视界“两头跑”，给荣翱带来了直观感受，“如果
双方能整合技术资源，服务容量与能力都将显
著提升，最终得益的是患者，何乐而不为？”同
济医院院长程黎明很支持这样的尝试，“公与
非公医疗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利民
惠民的新篇章翻开后， 期待擦出更耀眼的火
花。”

学科带头人实现“治科治院”

社会办医机构均以优质服务作为打响品
牌的主要手段，运营、客服、健教，可视为“三大
主要抓手”。“社会办医机构核心是医院， 而非
公司。” 荣翱希望借鉴公立医院的优秀经验，

“院科二级管理从医疗质量安全、 医院文化建
设、 社会及经济效益等多维度进行考核管理，

医务人员应该对医教研水平负责，而非思考如
何盈利。”

新视界向专家们下发《院科二级目标责任
书》，屈光、白内障、眼综合等 5 大亚专科分别
由学科带头人负责签订协议。眼综合学科带头
人田小波介绍，《责任书》中涉及科室年度学术
论文、科研项目数，以及难度较高的三四级手
术量， 每项内容都与绩效和年终奖直接挂钩。

如此一来，医院的人力资源布局也发生“大反
转”， 原本庞大的经营管理人员团队优化了近
两成。“简单来说，以前经营管理人员是‘大主
任’，负责专家排班、设定手术目标；现在学科
带头人真正实现了‘治科治院’，对学科与人才
发展具有充分决定权。”

破题非公机构科研瓶颈
近日，白内障学科主治医师顾雪芬正准备

申报“市卫健委卫生行业临床研究专项”课题。

社会办医机构科研的短板曾让她困扰， 不过，

眼科中心如今每月举办一次以上疑难病例讨论
会，来自同济医院眼科与新视界的青年医生共同
参与，以亚专科为单位，每月轮流分享最新英文
文献。顾雪芬说，“同济眼科的同仁们在科研方面
给了自己许多帮助，而在临床病例讨论中，自己
很高兴可以和他们分享自己的经验。”

荣翱说，“健康服务业 50条” 细化了人才供
给的条目，市卫健委在科研立项等方面为社会办
医机构人才“开绿灯”。但他直言，为何有些评委
会觉得 “社会办医机构的标书不值得一看”？“正
规、全面、科学，缺一不可，必须对标公立医院人
才发展体系。”今年 4月，新视界集团医学伦理委
员会成立，“加上之前已成立的动物实验中心与
学术委员会，我们希望能从体制机制上为青年人
才培育健康的学术土壤。”

不过，正如上海社会医疗机构协会会长闫东
方介绍，市科委自然基金等项目对社会医疗机构
的申报通道有待进一步开放，“我们也希望，下一
步能看到更多渠道上的突破，让社会办医机构更
大程度地汇入服务健康中国、健康上海的时代浪
潮。”

从嘉定华亭跑到江苏太仓乐享两地田园风光

上海首次跨省办全民健身赛事
本报讯 （记者

秦东颖）奔跑在田园
乡间，穿梭于林间小
道， 寻味着田园风
光，2019上海城市业
余联赛———嘉昆太
城市定向系列赛启

动仪式（上海华亭站）暨上海市“三牛食品
杯”第三届田园定向越野赛近日开赛。来自
本市、 江苏省及浙江省等长三角地区的 200

多支队伍、千余名选手从嘉定华亭跑到江苏
太仓，创造上海首次跨省举办全民健身赛事
的新纪录。

用脚步丈量美丽乡村
比赛分为田园活力组和青春绽放组两

条线路， 赛程分别为 12 公里和 6 公里。正
是郁郁葱葱、繁花烂漫的季节，选手们一路
上用脚步丈量美丽乡村， 体验田园的生态

和魅力。

赛事点标之一的毛桥集市，是嘉定后花园
悄悄崛起的新地标。市民刘先生一家三口来参
赛，“我们第一次来， 边比赛边旅游， 感觉很
好。”在毛桥集市的“织布机”“酿酒渠”，刘先生
带着儿子完成一次时光穿越。赛事点标还包含
城市超市、浏河少年营地、浏岛等华亭镇域内
的特色地标。 位于太仓市浏河镇的浏岛生态
园，则把华亭和浏河串联起来。选手们通过“寻
味毛桥”“田头采青”“守望田园”“田园 T 台”

“绿动生活”等点标任务，畅享乡间农趣。

华亭有白墙黑瓦的自然村落和水清岸绿
的生态田园。近年来，在打造全民健身、健康嘉
定的大背景下，华亭立足区域优势，结合“乡悦
华亭”“毛桥集市”等重点项目，通过“体育+旅
游”“体育+文化”“体育+教育”， 推出华亭镇田
园定向越野赛、马术嘉年华、农事趣味赛等“七
彩体育”品牌系列活动，让更多人了解“美丽乡
村、生态华亭”。

“嘉昆太”体育融合发展
这次田园定向越野赛的

举办，也是“嘉昆太”体育联盟
的正式亮相。随着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进入全面提速新阶段，

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和“全民
健身”国家战略，嘉定体育借
助昆山和太仓各方平台和资
源优势，通过“嘉昆太”体育联
盟，全面推进全民健身、竞技
体育和体育产业等各个领域的深度交流与合
作，带动区域体育事业的发展。

嘉定区位于上海西北部，西与江苏省昆山
市毗连，北依浏河，与江苏省太仓市为邻，与江
苏等地的交通十分便捷。嘉定区体育局副局长
徐葵表示，长三角地区的民间业余赛事交流早
已有之，尤其近两年交流日益频繁，“建立‘嘉
昆太’体育联盟，通过政府搭平台做好顶层设

计，可以调动各方积极性，整合赛事优质资源，

举办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品牌赛事活动。”

田园定向越野赛由嘉定区主导举办，后续
还将从安亭奔向昆山。将于本周开打的嘉昆太
乒乓球联盟俱乐部联赛，则由三方的乒乓球协
会联合主办，先在各自赛区进行预赛，三地的
优胜者再进行总决赛。不拘一格办赛，门球、拔
河、排舞等项目赛事也将相继在三地展开。

静安现代戏剧谷壹戏剧大赏揭晓

见证戏剧与城市共同生长

本报讯 （记者 诸葛漪）昨晚，上海静安现代
戏剧谷壹戏剧大赏颁奖典礼在美琪大戏院举行，

见证戏剧与城市的共同生长。 本届壹戏剧大赏
“中国话剧杰出贡献奖”颁给 82岁的著名导演陈
薪伊。《繁花》获年度大戏、年度最佳编剧两项大
奖，胡宗琪凭借《陈奂生的吃饭问题》获年度最佳
导演奖。年度最佳男演员、年度最佳女演员花落
《原则》高翰文、《洪水》苏丽。

上海话剧中心导演周小倩的人生之路曾因陈
薪伊而改变。 原本， 她是陕西人艺的一名话剧演
员，因陈薪伊说，她擅长的戏路以后会比较受限，

可以尝试去做导演。 于是， 周小倩考入上戏导演
系，后来一边在陈薪伊的《商鞅》中饰演姬娘一角，

一边给陈薪伊做副导演。周小倩说，陈薪伊永远只
会把最美最善最真的东西呈现到舞台上，“这是我
跟她学到的、在我身上永远不会改变的东西”。

今年的壹戏剧大赏新增媒体关注奖，推举出
2018演出行业中（华语地区）最值得关注的作品、

事件、团体、个人或者戏剧现象。最终，“戏剧出
圈” 以压倒性票数获得这个新增奖项。2018年—

2019年， 戏剧和戏剧人不只在固定粉丝圈中传
播，而是被更多圈外路人知晓。

颁奖典礼当晚，大宁剧院同步上演俄罗斯瓦
赫坦戈夫剧院艺术总监图米纳斯执导的立陶宛
戏剧《钦差大臣》。

上剧场邀金宇澄、李守白做客

“把新老上海都刻画出来”

本报讯 （记者 诸葛漪）“别人不知道的小
说，拍成电影、电视剧效果最好；大家都知道的
书，再怎么拍都不讨好。比如《红楼梦》，再找一百
个贾宝玉， 也和我心里的不一样。 耐心等一下，

《一代宗师》拍了十年，《繁花》用的实际时间不算
长。”近日，上剧场邀请作家金宇澄、艺术家李守
白做客“丁乃竺的会客厅”。谈及《繁花》电影拍
摄，金宇澄如是说。

金宇澄的家曾在陕西南路百盛百货附近，“小
时候淮海路有电车，声音特别响。传来马脖子上铃
铛声，家庭主妇就会拿茶缸出去挤马奶。我家边上
是凡尔登花园，上学路上看到的白胡子老先生，后
来才知道是丰子恺先生。兰心大戏院对面的广场，

以前是立体的停车场，长乐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是
学自行车的好地方。” 李守白的旧居同样在闹市
区，“在新天地附近的老房子拆了。城市发展很快，

我还是蛮怀念儿时的记忆， 所以我会用脑子存储
起来，在作品中把老上海、新上海都刻画出来。”

上海同样启发了导演赖声川，在创作《暗恋
桃花源》的时候，黄浦江、外滩公园都是想象的。

2015年上剧场在上海落成后，赖声川便将自己生
活和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上海。无事时，他会步行
或骑自行车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而他的戏剧
创作灵感也常在行进之中迸发。他认为“上海是
一座充满创意的城市，我们身边有许多元素都可
以用在戏剧创作中”。

选手跑过华亭镇内点标之一毛桥集市。 本报记者邵剑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