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老西门街道的幼托班里，老师精心照顾孩子。

居民在打浦桥街道的“智慧健康小屋”自测健康指
标与体质。

卫生健康义诊活动深入社区基层。

黄浦老人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享受家门口
医疗服务。

“家庭医生制度”“名医工作室”，解决百姓看病难；呵护“最柔软群体”，年底实现街道层面全覆盖的托育服务；丰富多样的社区教育，构建起人人皆学、

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活力城区……近年来，黄浦区想方设法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卫生、教育等百姓关注的领域进行了生动实践，将服务延伸
到城市的神经末梢、延伸到居民身边，努力实现病有所医、幼有所育、学有所教，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破解就医难入托难，服务深入城区末梢
■ 本报记者 李成东

人人皆学 时时能学 处处可学
“我退休后也‘闲不住’，产生了走出家庭、融入社区的

想法。于是，在社区的支持下，我组织街坊中一些有文化需
求的老人，加入家庭读书活动。”1943年出生的黄浦居民陈
康瑜说，老有所学，与时俱进，永远是他追求的目标。

这样的例子，在黄浦区已是屡见不鲜。在管理机构整
合、组织架构不断完善的基础上，黄浦区以社区学院为主
阵地， 打造集各方优质学习资源于一体的终身教育大平
台，完善了社区教育三级网络，实现社区教育的 5-8分钟
学习圈。

满足每一位市民多样化、 个性化的终身学习需求，支
撑卓越的全球城市发展， 是上海终身教育发展的新定位。

近年来，黄浦区社区教育逐步形成了以国民教育体系与终
身教育体系融通发展的创新载体，以“市民海派文化体验
基地”特色项目为实践抓手，以“线上+线下”信息技术为服
务支撑的社区教育工作模式，具有“常
态化、自主化、多样化和社会化”的黄浦
特色。

学习资源统筹好后，不能让它沉在
水底，还得将它“激活”。

坐落于淮海路上的上海知名餐厅
“红房子西菜馆”成为“上海市民海派文
化体验基地体验点”的事情，一直被津
津乐道。

一开始经营者认为，自己经营的只
是一家餐饮企业，“没教室、 没老师、没
教材”，这样的“三无”状态下拿什么让
市民学习？又如何组织市民来学习呢？

了解这种情况后，黄浦区相关部门
引导企业，从市民的学习反馈中认识到
自己的店堂可以成为学堂，在非繁忙时
段， 也可以邀请市民进行学习和体验，

企业的西菜大师和调酒大师自编读物、

员工培训课程。

“现在，我们的‘红房子’不仅有针
对老年人开设的系列体验课程，还有针

对青少年开设的‘西菜小达人’暑期专场体验活动，更有针
对青年白领的‘半日体验’活动，丰富的教育体验活动受到
了各个年龄层次的学习者的欢迎。”企业经营者表示。

此外，黄浦区通过“独立运作”和“跨界合作”两种方
式，让老城厢里具有传统建筑特色的上海文庙、三山会馆、

湖心亭等焕发出学习的生机，开辟了“殿堂”即“学堂”的模
式。如今，每个场馆类体验点都有可以展现海派文化主题
的独立运作的学习项目，深受好评。

目前，在黄浦区，上海市民海派文化体验基地共有 12

个体验点，开设 29个常规体验项目。基地活动累计参与超
过 30万人次。“市民海派文化体验日”“海派文化 星光怀
旧市集”先后被评为“全国终身学习品牌”。

一个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城市，一定是一
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美好城市。

家门口的医疗服务，让居民省钱省心省时间
近年来，黄浦区把握“健康中国”建设这条主线，探索实

践医疗联合体、名医工作室、智慧健康小屋等基层健康管理
的创新模式，联结大医院和小社区“手拉手”，让大城市的大
医院告别“战时状态”。目前，黄浦区已初步打造形成百姓家
门口便捷、专业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解决医疗“最后一公
里”问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制度”治疗百姓常见
病，保群众基本看病需求；名医工作室入驻社区、智慧健康小
屋等特色医疗服务颇受好评；医疗医联体等探索形成基层首
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医疗模式。

社区医院成为居民健康守护者

“家庭医生从方方面面解决了我家的实际困难。 直到今
天，我仍然从内心感激这个政策，国家为了我们老百姓想得
真周全！”黄浦区打浦桥街道居民钱阿姨说，老伴曾做过“心
脏搭桥”手术，同时合并有糖尿病、前列腺增生等疾病，平日
里需要 10多种药物长期维持治疗。 因他疾病缠身而行动不
便，日常配药这一艰巨的任务就落到了老伴钱阿姨的肩上。

钱阿姨一边说着，一边打开手机相册，展示她的记账本：

里面记载了她家的一笔“经济账”。

与家庭医生签约之前， 家中每月医疗费自负部分要 600

多元，还不包括就诊来回路费；签约后，通过社区延伸处方开
到二、三级医院的药物，自付比例降低了，每月自付部分不超
过 300元。“便宜了一半多呢!”钱阿姨喜滋滋地说。

算完“经济账”，钱阿姨又算起了她的“时间账”：“我本来
每个月至少要去胸科医院 2次，区级中心医院 2次，社区医
院 3-5次。其中，胸科医院门诊每次排队挂号就诊至少要花
2小时，来回路上乘地铁 2小时。”

还有第三笔账， 也就是钱阿姨眼中最折腾人的 “精力
账”。回想起以前，每回带老伴看病都要起个大早，来一次“全
家总动员”。如今，签约家庭医生并建立家庭病床后，不仅有
家庭医生定期上门诊疗，根据病情及时调整用药，还有化验
科医生上门为他抽血检查，并送到医联体内的上级医院统一
化验。节省了来回路途上的精力，钱阿姨腾出了不少时间来
更好地照顾老伴。

钱阿姨的“三笔账”，道出了上海社区居民对家庭医生签
约制服务最直观的感受。2014年，打浦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试水“1+1+1”家庭医生签约制，一经推广便好评如潮。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目前，打浦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签约居
民 20617人，签约率达到该街道常住人口的 32.38%，其中享
受延伸处方的居民共 15280人，开具处方数 28295张，由“家
庭医生”转诊至上级医院共 218人。

有了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受益者覆盖了整个黄浦区老百
姓。豫园街道的章阿婆一直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做雾化吸入
是“家常便饭”。以前生病经常往返于三级医院，家属苦累不
堪，“雾化一做就要五到七天，天天来回医院实在麻烦……”

雾化吸入疗法是目前临床治疗呼吸疾病如感冒、 咳嗽、

咽喉肿痛、哮喘、鼻炎等常见病，较为理想的一种手段。自从
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引进了雾化吸入装置后，章阿婆
终于不用再受奔波之苦，在家门口就能接受治疗。

先进的机器既保证了治疗效果， 还配备了视频音频系
统，让老人可以边做雾化吸入边观看动画片，家属也不用担
心老人吵闹坐不住。“现在好了， 社区中心也有雾化吸入治
疗，方便多了！”

为让居民在家门口， 就能充分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
可及性和便捷性。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推行“双休日
简易全科门诊”的基础上，又推出“全科午间延时门诊”。目前，

黄浦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又进一步延长了工作服务时
间，包括工作日傍晚、周六下午，打破传统服务时间的局限。

此项便民措施的实施，实现了上午、下午无缝对接，一方
面解决了门诊留观患者的就诊问题，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周围
社区居民的午间开药需求和辖区上班族因工作时间无法请
假造成的午间就诊需求。

“名医强科”送到居民身边

4月 18日，黄浦社区首间“名医工作室”在豫园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揭牌；9月 3日，“仁济医院风湿病科名医工作室”

“第九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名医工作室” 在老西门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揭牌......

按照医疗体制改革的要求，“大病上医院，小病在社区”。

实现分级诊疗的关键，在于提高社区医院的水平。名医工作
室的成立，不仅能让居民在社区内就能享受到三级医院专家
的服务，还能通过专家带教提升社区医生的临床诊疗和科研

水平。

现在，来自仁济医院风湿病科的戴岷医师和第九人民医
院内分泌科的姜博仁医师，每周都会坐诊老西门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工作室，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诊疗服务。名医
工作室入驻社区，让居民们开心：以后真的可以在家门口看
名医了！

让居民们在社区就能享受到名医强科的服务， 这也是黄
浦基层医疗机构与三级医院建立协作机制的体现， 是推进形
成“小病进社区、大病转医院、康复回社区”就医格局的生动实
践。

“名医工作室”负责人、仁济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张清说，

社区名医工作室的成立，能有效促进区属医疗机构与三级医
院的医疗合作，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技术水平，建设好百姓
家门口的医院。同时也能够帮助三级医院将更多特色专科下
沉到社区，为沪上名医与百姓搭建更加便捷的沟通桥梁。

区卫健委负责人表示，未来，将与区域内的三级医院加
强合作交流，引进更多医术高、口碑好的专家进驻社区开设
“名医工作室”，为破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提供实践方
案，让更多黄浦居民百姓受益。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了“健康优先”的原则，

也就是把卫生与健康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

心”转变，把维护全民健康的关口前移。“智慧健康小屋”，正是
帮助居民主动参与自我健康管理的典型代表。

“只要用身份证或社保卡在‘一体机’上刷一下，就能够很
快检测出 11项体征指标的检查报告。”“智慧健康小屋”工作人
员介绍，体检“一体机”能够快速检测体征指标，并会像医生一
样根据体检者的身体状况，给出建议。

“智慧健康小屋”是上海市 2019年政府实事项目，能够提
供一站式检测的医疗服务。其通过智慧健康设备，逐步从居住
社区延伸至学校、企事业单位、楼宇等功能社区，并通过智慧健
康设备，最终延伸至居民家中，让居民足不出户便可知晓并管
理自身的健康。

目前，黄浦两家试点小屋已面向居民开放。今年内，力争在
全市率先实现健康小屋覆盖区内 10个街道。

两大“医联体”构建“两翼齐飞”格局

“居民一有毛病就愿意跑到三级甲等医院， 这说明居民对
基层医院水平还不放心。黄浦区通过打造医联体，展开与三级
甲等医院的合作， 提升二级甲等医院与社区医院的医疗水平，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一定程度上缓解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区领导表示。

2011年，黄浦区开始探索医疗联合体建设，全市首个医联
体———“瑞金—卢湾”医疗联合体成立，标志着黄浦区正式建立
起“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制
度。

“瑞金—卢湾”医疗联合体是由一家三级医院（瑞金医院）

与两家二级医院（瑞金卢湾分院、东南医院）、四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组成。2015 年， 东南医院更名为 “上海市瑞金康复医
院”， 依托上海市瑞金医院康复学科，优化区域医疗卫生资源
配置,完善区域医疗服务体系，开启了向二级康复专科医院的
转型之路。

“瑞金-卢湾”医疗联合体的出现，也标志着黄浦区“医联
体”建设正式驶上“快车道”。

位于普育东路上的九院黄浦分院是一家二级甲等医院，由
黄浦区域内的区中心医院、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区妇幼保健
院、区传染病医院等四家医院整合组建而成。九院黄浦分院也
是“九院—黄浦”医联体中的重要一员，这一医联体以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为核心，由九院黄浦分院、黄浦
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共同组成。

在过去半年里，“九院—黄浦”医联体已建立了张志愿院士
工作室、整复外科康复治疗中心、血管病诊疗分中心，在全市率
先启动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同时推行了一系列下沉基层社区的
工作。

如， 九院联合医联体内半淞园和老西门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为黄浦区的居民提供大肠癌筛查工作；九院与半淞园和外
滩社区为手工服务中心签订了双向转诊协议，计划延伸医院信
息网络到社区，方便转诊和专家预约；九院内分泌科为社区居
民开展糖尿病筛查、眼底镜检查等服务项目，并对有需求的社
区居民提供优先预约门诊“绿色通道”服务等。

“黄浦区原有‘瑞金—卢湾’医联体，以瑞金医院为核心带
动西片医疗机构的水平提高；去年随着九院黄浦分院的开业，

‘九院—黄浦’医联体正式确立，黄浦区东部也有了医联体。如
今，黄浦区已经形成了‘两翼齐飞’的医疗格局。”区卫健委负
责人说。

公益托育点年底实现街道全覆盖

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双职工”的育儿无奈，已成许
多家庭的一桩“心病”。因为子女的托育需求，漂进城市的“老
年大军”也不在少数。因此，城镇 3岁以下幼儿托育事业成为
亟须“破题”、缓解乃至解决的大课题。

2018年，上海在全国率先构建托育服务体系，市级层面
出台托育服务“1+2”文件，而黄浦区作为先行试点区进行了
整体推进。在基层的生动实践下，目前已积累了不少可复制
推广的“黄浦经验”。

在全市幼托资源紧张、纷纷拆并托儿所的情况下，黄浦
区一直注重保留托育服务资源，为后来的托育事业发展打下
了基础。在“1+2”文件发布之前，全市入托率仅 2%的情况下，

黄浦的入托率已超过 18%。

“1+2”文件发布后，黄浦区先行先试，建立了托幼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充分发掘社区资源和幼托机构资源，推进托育
点建设，尤其是公益性普惠性托育服务点的建设，实现了资
源上的扩充和类型上的拓展，满足老百姓“能在家门口享受
公益性托育服务”的愿望。

2018年 6月 4日，上海黄浦
俊星托育有限公司正式获得《依
法开展托育服务告知书》， 这意
味着黄浦区第一家取得 0—3岁
托育服务资质的机构正式出炉，

这也是上海市的第一家。

“相关政策出台后， 我们喜
出望外， 仔细学习研读政策内
容， 第一时间做好相关准备，提
交申报材料。幸好有托育指导部
门多次上门耐心指导，我们终于
在第一时间取得新政出台后的
第一张告知书。” 俊星托育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欣喜地说。

在五里桥街道， 一个小区配
套用房（会所）被改建用于开设托
育园，由区财政给予专项经费，承
担了场地租赁费、 前期建设和设
施设备的部分投入。 目前， 按照
“1+2”文件要求获取《依法开展托
育服务告知书》后，已开展托育服

务，得到了社区居民的欢迎和好评。

在小东门街道， 基层在场地筹措上发挥主观能动性，

探索了另一种模式：由街道向社区单位租赁适宜开办托育
服务的场地提供给专业运营方承办，也获取了《依法开展
托育服务告知书》，目前已正式面向社区提供服务。

黄浦区还盘整公办幼儿园资源，根据场地条件和师资
条件，在部分公办幼儿园开展托幼一体化试点。据了解，有
三家公办幼儿园将在今年内开设托班。届时，公益性普惠
性托育点将覆盖到黄浦区全部 10个街道。

这些生动的基层实践，来自黄浦区托幼工作联席会议
制度、托育服务指导中心等顶层架构的精心设计。黄浦区
在近两年中，一直围绕“规范托育服务市场”和“加大公益
性托育点建设力度”两大重点，制定了托育服务机构分类
设立申办流程，为托育机构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区教育
局表示，未来将进一步完善托幼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挖掘
社区资源和教育资源，扶持、引导国有企业和社会力量参
与举办公益性托育服务机构。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黄浦社区学院摄影班学员在户外拍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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