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综合新闻
2021年10月14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薛亮亮 美术编辑：刘飞飞 电话：021-37689000 E-mail:shsjbs@163.com

□见习记者 李梦颀

时间就是生命。院前医疗急

救体系作为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和公共安全应急保障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人民群众日常

急救、突发公共事件救援和重大活

动医疗保障等职责，在维护城市安

全运行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我区医疗急救体系逐

步完善并取得积极进展，医疗急救

反应速度和救援效率都得到了明

显提升，基本实现院前急救、院内

救治精细化运作。不过，本着精益

求精的初心，区政协委员刘淮虎、

倪建华在调研中发现，我区急救体

系中尚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因而提

出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区院前医

疗急救体系的建议》提案。

两 位 政 协 委 员 在 提 案 中 提

出，我区在急救体系建设中还需

增强的主要方面包括：医疗急救

站点还不够完善，在高峰时段仍

有迟缓派车的情况，医疗急救资

源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仍存在不平

衡不充分的矛盾；医疗急救专业

人才相对紧缺，急救队伍中的人

才培养管理等方面还不够完善，

与日常保障工作和突发事件处置

的要求尚有差距；急救平均反应

时间容易受到交通等客观因素影

响，与市民的需求还存在差距。

对此，他们在提案中呼吁：完善急

救分站布点，增设站点和值班车

辆，提升服务能级，并对急救服务

需求进行科学预判，合理配置资

源；加强急救人才队伍建设，完善

院前医疗急救机构绩效考核方

案，提高机构非编工作人员待遇，

增强急救人员的分级分类管理与

合理分流退出机制；完善院前医

疗急救分类管理，采用分级、分

层、分类的调度方式，避免出现非

急救转运业务占据大量资源导致

“无车可用”的情况。

作为责任单位，区卫生健康委

对该提案高度重视，并及时予以回

应。在答复中，区卫生健康委表

示，近年来，在市政府“1+5”文件指

导以及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我区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已

开展了大量工作，主要举措包括：

强化院前急救人才队伍建设，加大

急救医生以及急救辅助人员招聘

力度，配备其他劳务派遣人员；推

进“十三五”医疗急救三大核心指

标建设，持续缩短急救服务半径，

逐步增加急救车辆配置，进一步减

少急救平均反应时间；推进急救与

非急救分层分类管理；探索急救辅

助人员待遇与退出机制，逐年提高

急救辅助人员绩效水平，合理分流

安排岗位。

为进一步提升区域医疗急救

效率，结合两位委员的建议，区卫

生健康委在答复中表示，将继续

积极落实改进本区医疗急救工

作。首先，继续完善急救分站网

络布点，推进现有急救分站标准

化建设，规划方塔中医医院、中山

街道等急救分站。其次，继续加

强急救人才队伍建设，按照区域

分站网络建设及值班车辆增配情

况，有序推进急救人才招聘，并科

学合理核定院前急救人才队伍编

制。此外，继续推进院前急救的

分级、分层、分类管理，推进急救

与非急救业务有效分离，合理安

排医疗保障的车辆、人员与值班

时间，满足日益增长的应急医疗

保 障 需 求 。 通 过 以 上 三 个“ 继

续”，推进区医疗急救体系的高质

量发展，为市民的生命健康保驾

护航。

本报讯（记者 陈菲茜）七个服务部门、七

间功能室、七彩服务项目，泗泾镇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新址日前启用，融合体系建设品牌“七

间坊”同步发布。

位于鼓浪路181号的泗泾镇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融合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综合党委、总

工会、团委、妇联、文体所、老年协会等七个部

门的服务功能，设有社区党校、组织生活、书记

带教、健康驿站、志愿服务、心理服务、青少年

活动、爱心大放送等七大功能活动室。今后，

中心将进一步结合区域实际，发挥特色优势，

全力打造“有高度、有温度、有深度、有亮度”的

新时代服务阵地。

同步推出的融合体系建设品牌名曰“七间

坊”。“七间坊”的“七间”取自“七间村”，源自泗

泾镇悠久的历史。泗泾最早叫会波村，南宋改

名为七间村。此外，“七”代表着7个服务部门、

7间功能室。今后，“七间坊”将结合各部门特

色，推出“七彩”服务内容，助力中心强基赋能。

“七彩”服务主要围绕红色学习教育开

展，主要包括以下 7 项服务内容：为基层党组

织和党员提供“菜单式”专属主题党日定制服

务；为青年党员群众提供高效服务，提升青年

文化内涵、展现青年风采；为社区党员群众提

供讲、写、唱、演等平台，开展音乐、美术、健康

养身、视觉体验类活动；以志愿服务为主要内

容，依托“泗民益”志愿服务平台，为社区志愿

者们提供“展风采、歇歇脚”的阵地、家园；充

分利用工间或休息时间，为基层职工提供优

质、丰富、生动的文体服务；以服务产业集群

发展为主要内容，依托“泗方汇”平台，开展营

商政策咨询、人才政策解读等“店小二”服务；

以家庭文明建设为主要内容，开展各类家庭

教育、亲子活动等。

未来，“七间坊”品牌将发挥区域化党建

“驻心泗水”特色服务联盟的资源优势，通过产

业振兴、文化塑形、科技创新等多样化措施，按

需服务、因地制宜，增强辖区党员群众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

本报讯（记者 胡畔） 10 月 11 日下午，第

三届“雅韵醉白 丹青其昌——辛丑书画雅集”

在醉白池公园雪海堂举办。来自上海市书法

家协会草书委员会的委员们共聚一堂，开展书

法文化交流。

本次书画雅集共设游园赏景、挥毫泼墨、

茶会座谈、艺术交流等内容。伴着浓浓秋景、

秋意和秋韵，书法家们在人文气息氤氲的江南

园林里体会笔、墨、纸、韵的交融写意之美。古

琴、烹茶、切磋……雪海堂内古琴艺术家拨弄

琴弦，书法家们在十几米长的案桌上挥毫泼

墨，交流文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书法家们

现场书写的内容全部来自董其昌的诗词。完

成后的作品将被捐赠给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

馆和醉白池公园，为世人留下宝贵的文化资

源。上海市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副主任李

俊表示，董其昌作为云间书派的代表，其书法

作品对现代书法研究有极大的借鉴意义。书

法艺术作为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了解中国文化

最好的切入点，其普及的意义不仅在于书写作

品，更重要的是对文化的传承。

“雅韵醉白 丹青其昌”书画雅集是董其昌

书画艺术博物馆与上海醉白池公园联合举办

的文化品牌项目，今年是第三届，旨在弘扬江

南文化，推广宣传松江人文艺术，展现松江作

为书画之城的风雅及活力。“醉白池公园作为

古典园林，历史文化悠久，董其昌等文人墨客

曾在这里进行书画雅集活动，我们借助公园自

身的历史底蕴，通过书画雅集的形式，邀请八

方文人墨客进行文化和笔墨语言交流，进一步

了解松江的历史底蕴。”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

馆馆长彭烨峰说道。

本报讯（记 者 张 捷 摄 报）

“小陈啊，这面墙是什么呀？”10 月

12 日下午，方松街道“弘翔邻里

jia+”的一面墙吸引了居民陈忆芳

的注意。“陈阿姨，这是我们新建的

‘有声图书馆’，我来教您体验一下

吧。”说罢，工作人员陈卫拿出手

机，对着墙上的二维码一扫，琅琅

的读书声随即传了出来。

近期，方松街道在“弘翔邻里

jia+”和“东明邻里 jia+”分别搭建了

“有声图书馆”。“有声图书馆”依托

“互联网+”技术，采用“线上有声图

书馆”与“线下实体听书墙”相结合

的方式，为市民营造虚拟图书馆氛

围，将“看书”变成“听书”，促进老

少同乐、无门槛全民阅读。

记者在听书墙上看到，习总书

记讲故事、老年健康、名医坐诊、少

儿科普等12个栏目有序排列，居民

只需掏出手机，选择感兴趣的栏

目，扫一扫旁边的二维码，即可进

入“有声图书馆”，在线听书。

陈忆芳扫了“膳食营养”栏目

的二维码，手机页面上弹出50多本

书。她点开一本《老年人膳食营

养》听了起来（见下图）。“我患有白

内障，要做手术，平时看不了书。

这个‘有声图书馆’给我带来了很

多好处。”陈忆芳笑着说。

看着陈忆芳戴着耳机听得入

神，在一旁看报的周振军也忍不住

凑上前研究起来。“虽然我视力还

可以，也习惯了看纸质书。但我看

这个‘有声图书馆’里有好多书，扫

一扫就能听，真是有趣极了！”周振

军边说边扫码。“除了老年人喜爱

的书籍外，‘有声图书馆’里还有许

多儿童读物，小朋友们在这里也可

以尽情地听故事。”陈卫介绍道。

方松街道社区服务办老龄工

作负责人蒋静告诉记者，后续街道

还将把这些服务延伸至社区睦邻

点和老年活动室，让更多老年人能

抛开老花镜和放大镜，享受“听书”

的乐趣。

本报讯（记者 陈燕）

10 月 12 日，人乐幼儿园举

办了庆祝建园30周年园庆

活动。新老人乐人欢聚一

堂，共同讲述“人乐故事”。

忆往昔，立当下，人乐

幼儿园园长谢虹回顾了学

校 30 年发展历程，其间学

校克服搬迁、借址办学、人

员重组等困难，在硬件建

设、师资扩充等方面不断

提升。为使幼儿园办园质

量再上新台阶，在建园 30
周年之际，学校申报了市

示范幼儿园，以进一步彰

显“仁乐教育”特色，促进

幼儿园持续发展。

“每个家庭的希望从这

里启航，每个人的梦想在这

里点亮。我家两个孩子都

在人乐读书，孩子们在这里

收获快乐、知识和关爱，健

康成长，我们作为家长，对

学校和老师充满感激，更

对学校未来发展充满信

心。相信人乐会越办越

好，人乐家乐事业乐！”家

长代表刘先生代表全体家

长为学校送上祝福。教师

们还以优美动人的舞姿、精

彩的小品表演等方式为学

校庆祝30岁生日。

人乐不仅是孩子成长的乐园，也是干部培

养的摇篮。据了解，学校先后为松江区幼教输

送了二十多名管理精英。历任园长代表同台

畅谈，回忆了“人乐岁月”。“弹指间很多东西都

变了，唯独这颗仁爱之心从未改变。”青蓝相

继，薪火相传，人乐精神鼓舞着一代代教师，大

家再次感悟到为人师的初心与担当。

30 年，见证一份坚持；30 年，见证一段成

长。从创建初期 8个班、250名孩子，发展到目

前 15 个班、400 多名孩子，学校规模扩大的同

时，办园质量也逐步提升。1993年和 1999年，

学校先后被列为上海市一期和二期课改实验

基地，也是松江区唯一一所一期、二期课改基

地。1998年被评定为上海市一级幼儿园。幼

儿园先后荣获市“三八”红旗集体、市优秀家长

学校、市平安单位、市学习型团队、市家庭教育

示范园及区教育科研先进集体、区教师专业发

展学校等荣誉称号。

本报讯（记者 王梅） 扭伤了脚可能引发

肺栓塞，坐卧时间太长也可能出现下肢栓塞

……昨天是第八个“世界血栓日”，区中心医院

举办了一场血栓性疾病义诊，为市民普及血栓

性疾病防治知识。

“如果把体内的血管比作一条条道路，血栓

就是一个个在血管内游走的移动路障，影响血液

的正常流动，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整个道路系统

瘫痪。”区中心医院血管介入科主任纪昌学介绍，

血栓好比潜伏在生活中的“隐蔽杀手”，在任何年

龄段、任何情形下都有可能发生，一旦发病则严

重威胁患者生命健康，但从临床接触的情况来

看，市民对血栓性疾病的认识普遍欠缺。

市民顾先生当日到医院看病，碰巧赶上了

这场义诊。他坦言，自己对“血栓”的确知之甚

少，咨询医生后才有了初步的认识。“预防这个

疾病，生活中切记尽量清淡饮食，加强健康锻

炼。”顾先生记下了医生的忠告。

据介绍，血栓性疾病可分类为动脉血栓与

静脉血栓，静脉血栓的发病率是动脉血栓的 4

倍。动脉血栓主要为心脑血管疾病和外周动

脉疾病；静脉血栓主要为静脉血栓栓塞症，包

括深静脉血栓形成和肺栓塞。

“血栓一旦形成，将会减缓或者阻断正常

的血流，甚至脱落移行至其它器官、导致严重

后果。”纪昌学说，以常见的急性下肢动脉栓塞

为例，血管栓塞后动脉的搏动会明显减少甚至

消失，由于动脉供血出现障碍，患者通常会感

觉患肢冰冷、皮肤麻木，一旦下肢缺血坏死，就

诊不及时就会面临截肢风险。因此，如果患者

对这种疾病了解不多，多半会当症状出现后才

到医院就诊，倘若病情严重引起肺栓塞，情况

便十分凶险，医治不及时甚至可能猝死。

纪昌学表示，尽管血栓性疾病危害极大，

但市民不必闻病色变。日常生活中应关注自

身身体变化，如果出现肢体红肿、体温升高、不

明原因的呼吸急促、深呼吸时胸痛加重、心率

快、轻微意识丧失或晕厥等症状，应及时就

诊。此外，养成规律健康的生活习惯至关重

要，比如清淡饮食、加强锻炼、控制体脂等。

“七间坊”推出“七彩”服务
泗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新址启用

防治知识要知晓 别让血栓“拴住”你
区中心医院举办血栓性疾病义诊科普活动

共聚醉白池 同书其昌诗
“辛丑书画雅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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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急救体系建设
全力护航人民安全

——《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区院前医疗急救
体系的建议》提案办理纪实

“阅读”用耳不用眼
墙面会“开口说话”

方松街道搭建两个“有声图书馆”

昨天，山水华庭居委会为17对老人献上

了一份特殊的重阳节礼物——结婚照。

“感觉自己重新活了一次一样，年轻时没

有拍过结婚照，今天这个几十年的遗憾终于弥

补了！”一名阿姨高兴地说。在一旁的老伴则

调侃道：“结婚几十年，今天老伴变成了18岁的

大姑娘，我化好妆后也可以再年轻一回。”

在拍摄结婚照前，有几对老人换上了中

式礼服，别有一番特色，有的则更青睐于西

式礼服。 记者 高雨 摄报

拍结婚照
迎重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