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期间，上海图书馆想方设法让盲人继续享用阅读资源

视障者也能像普通人一样“读”书
■本报记者 施晨露

一部普通人阅读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红楼梦》，仅上下两册，而盲文版呢？用牛皮纸
做成大书，有厚厚16册；录成有声读物则需用45

盒磁带， 每盒能听一小时。“一台4G容量的听书
机，大概能拷进十几本书。”上海图书馆馆员周
琰说。疫情期间，如何更好地为视障读者服务？

“盲包”还受欢迎吗
上海图书馆的视障阅览区设于 2001 年，

当时只是普通阅览室里的几张座位。

2002年，上图与市残联、市邮政局合作推
出“视障读者免费邮寄外借”服务。只要一个电
话，盲文图书和有声读物就能送到视障读者手
中。2010年又推出 “阳光听书郎” 免费外借服
务。 目前， 在上海图书馆注册的视障读者有
1000多位，活跃的有三四百位。

数字资源越来越丰富，听书类 App（应用程
序）层出不穷，“盲包”还像过去那样受欢迎吗？

视障者王臻给记者打了个比方。“一间你

熟悉的房间，东西如何摆放，闭着眼都能找到；

一旦调整了格局，更换了位置，不要说盲人，连
普通人都要费劲找一找。” 视障者要使用听书
类 App，前提是网站经过无障碍处理。即便如
此，一旦网站调整了分类、分区，对很多视障者
来说，就可能无从下手。

生于 1977年的王臻是德国亚琛工业大学
硕士，罹患“视网膜色素变性”让他在 32 岁时
成了盲人。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后，王臻先是
在浦东图书馆视障者计算机培训班学习，后来
成为培训班的老师。上海图书馆视障阅览室也
是无障碍计算机操作培训班的开班场所。王臻
和他的两位助教都是视障者。疫情前，无障碍
计算机培训班一周一堂课， 从下午 1时上到 4

时，初级 8周、中级 10周。智能手机应用广了，

又开出手机应用培训班。“他们真的很厉害。很
多人上课前连键盘都没摸过， 一期培训班结
束，就能打字了。”上海图书馆馆员陆静铭说。

有声资源厂商太少
1996年搬迁至淮海中路馆舍的上海图书

馆虽有无障碍规划，但算不上完善。上图读者
服务中心副主任谢影坦言，开始为包括视障群
体在内的残障读者服务后，才发现建筑设计的
不周全之处。“比如无障碍通道有直角弯、无障
碍洗手间离阅览室太远……有一年，一个相关
国际会议在馆里开，种种障碍都暴露了出来。”

近年来， 上海公共图书馆建设不断前行，

新建、 改建的图书馆大多设立了无障碍阅读
区。明年即将开馆的上图东馆规划了 100多平

方米“无障碍阅览区”。有听障亲属的陆静铭会
手语，这也是为东馆开展大范围的无障碍服务
所作的人才储备。

“有个女孩要借有声资源，都是热播网剧的小
说原著。除了《庆余年》，其他都没找到。”这是最近
让陆静铭颇感沮丧的一件事。“需求与供给之间的
矛盾。”谢影总结，“资源厂商太少，图书馆往往想
买都买不到。”相比普通书籍，盲文书籍受众小
且生产成本高，每年出版的盲文书刊只有约150

余种，且内容基本只涉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

文学和中医推拿等几个方面。出于版权限制，有
声读物的制作在数量和种类上也比较局限。

科技的力量， 或许能让善意走得更远。在
王臻看来，除了出行无障碍，盲人渴求的更是
信息无障碍，“专业类图书资源制作盲文版成
本太高，录制有声版市场回报有限。但现在已经
有了相关工具和软件，只要有原始电子文档，视
障者也能像普通人一样‘读’书。在版权方面，能
不能有豁免条款，对视障群体实现有限开放？”

他还提到，欧洲一些国家有相关法规，进入政
府采购目录的产品必须提供无障碍版。

■露天放映活
动为期 5 天， 将分
别在大宁国际商业
广场、 大宁音乐广
场、 金桥国际商业

广场、松江开元地中海商业广场、松
江云间粮仓五个放映点， 集中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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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泳

作为全市首批 22家区域性医
疗中心之一， 松江区中心医院近日
晋升为三级乙等医院。日前，记者在
市卫健委组织的区域性医疗中心系
列采访中获悉： 该院将启动感染科
大楼升级改造，软件升级“配齐”负
压病房，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启用缓冲过渡病房
截至 7月 26日下午， 松江区

中心医院发热门诊共接诊 10149

人次，隔离观察 672 人次；报告新
冠肺炎疑似病例 59人次， 其中确
诊 22人（本土病例 6例、输入性病
例 16例）；开展复工复产核酸检测
10098人次，均为阴性。

记者看到，发热门诊实行一体
化管理。感染科病区与医院其他区
域相对隔离，犹如小型“院中院”，

目前全部调整为发热观察病房，共
计 43 间单人隔离病房。7 月 3 日
起， 院内还启用缓冲过渡病房，共
16个单间。院感科主任赵利娣说，3

月感染科完成了 CT配置， 真正实
现“挂号、配药、检验、检查、治疗”

五不出门一体化管理。即将启动的
升级改造项目全部为软件升级，包
括将隔离单间改为负压病房等。专
家表示，“从负压救护车到负压病
房，感染科设置更科学，为辖区居
民提供更优质的公共卫生保障。”

松江区中心医院根据单向流动
原则， 对原先交通道口进行物理封
隔；在门诊广场搭建帐篷，设置预检分诊区域；在入口
处安装红外线测温仪，通过“扫、填、测”加强入口管理。

促进社区合理用药
作为区域性医疗中心，松江区中心医院在全市

率先运行区域影像、临检、病理等三个中心，覆盖松
江区内 1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 6 家二级医院，

成为全市首个实现互联互通互认的区域。松江区中
心医院院长高臻介绍， 而今由松江区中心医院牵
头， 区域内尝试探索心血管疾病分级诊疗管理，成
立胸痛中心、心衰中心、房颤中心、高血压互联网+

智慧诊疗平台等。

松江居民唐先生曾受益于分级诊疗管理。去年
某日他午间时突感胸前剧烈疼痛，大汗淋漓，持续
半个多小时后症状仍没缓解， 他拨打 120 急救电
话。松江区急救中心张峰医生接诊后，做好首份心
电图，立刻上传至松江区胸痛中心微信群，中心医
院心内科主任李岩松立刻在群里响应：“是急性心
梗！”“赶紧上手术台！” 胸痛中心团队迅速响应。几
分钟后， 心内科医师与护士几乎同时到达抢救室。

唐先生抵达抢救室时，一切已准备就绪，最终用 51

分钟挽回患者生命。 松江区卫健委副主任赵学军
说，下一步，由区中心医院牵头的区域一体化药学
服务平台将试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区中心医院
处方前置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实现区域处方审核同
质化、标准化，提升处方质量，促进社区合理用药。

测温、戴口罩、出示随申码样样不少；场地消毒、座位间隔、配花露水件件到位

露天看电视，“穿越”到摇着蒲扇的时光

■本报记者 钟菡

在电视、网络上看节目已成习惯的当下，为
何还有人去露天观看？ 市民吴先生看到公众号
上有露天放映的预约， 昨晚特地赶来金桥国际
商业广场看“露天电视”，这也是他第一次体验
露天观剧。 坐着小马扎， 巨大的电风扇吹着干
冰， 广场上传来丝丝凉意。 大屏幕上正播放着
《我们的动物邻居》。有人抱着孩子，有人头发花
白， 他们保持着社交距离， 聚精会神地盯着屏
幕， 好像在这个 2020年的夏夜穿越回了小时
候，回到摇着蒲扇在家门口看露天电影的时光。

第 26届上海电视节露天放映活动昨日启
动，在为期 5 天的时间内，将分别在大宁国际
商业广场、大宁音乐广场、金桥国际商业广场、

松江开元地中海商业广场、松江云间粮仓五个
放映点，集中播放 28部海内外优秀电视作品。

商圈的露天公益放映，让市民在消暑纳凉购物

的同时，也能享受文化盛宴。

为了满足市民的露天观剧情怀，影视节组
委会和现场工作人员动足了脑筋。 尽管是公益
露天放映，也被分为内场和外场。内场严格限制

60个预约名额， 外场也控制在 100人内。 进场
时，观众测温、戴口罩、出示随申码样样不能少；

场地消毒、控制座位间隔、配备洗手液、消毒棉
球、花露水件件到位。有人带了爆米花入场，立

刻被全程盯场的工作人员“叫停”。防疫措施严
格程度不亚于影院。“为了保障安全， 我们现场
配备了七八名工作人员， 这还不包括保安。”一
名工作人员说着，眼睛仍然紧张注视着场内。

小马扎则是为 “情怀” 所做的独特设计。

“这样可以避免遮住后面的人， 也为了更好还
原看露天电影的旧时光。” 金桥国际现场工作
人员介绍，除了严格的防疫措施，针对露天放
映的场地客观因素也做出相应措施，如天气较
为炎热时会在现场配备水幕风扇，如遇雨天也
会根据和组委会的沟通提前 2 小时发出官方
通知，并在现场留有告示牌及值班人员。小雨
时，则会为现场观众准备一次性雨披。

此前，松江的开元地中海商业广场和云间
粮仓参与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露天放映活动。

松江区文旅局影视产业科陈俏仕介绍，电影节
露天放映所积累的经验，能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各个放映点的现场管理工作。“每天晚上都会
有不一样的精彩。露天放映活动唤醒了观众对
大银幕观影的需求，带动了市民夜间文化消费
习惯的恢复，而且相关商圈的人气回升明显。”

记者从组委会获悉，今年放映的优秀电视
节目包括《伍六七之最强发型师》《巴巴爸爸之
欢乐一家亲》《凡人修仙传》《但是还有书籍》

《大城无小事———派出所的故事2019》《风味人
间》《寻味东莞》《温德米尔儿童》《河神2》等。其
中不仅有入围第26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
作品，也有即将于下一季度在各大平台播出的
最新佳作。

昨晚，观众在金桥国际商业广场放映点安心观看优秀电视作品。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