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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1日，徐汇滨
江建设者之家夏令营开营。区委组
织部有关领导、滨江建设者代表及
其子女，以及部分志愿者参加了开
营仪式。

今年的徐汇滨江建设者之家夏

令营活动为期一个月。在开营仪式
上，播放了徐汇滨江建设者之家成
立一周年的回顾短片。相关单位向
滨江建设者的子女们赠送了夏令营
的衣帽和学习用具，夏令营准备了
扇面绘画、3D打印、爱国诗词朗诵
竞赛、趣味亲子游戏活动等课程。孩

子们还将前往上海各处好玩新奇的
建筑和场馆参观，开拓眼界。

为了让参加夏令营的小朋友们
在暑假里舒心快乐地学习，共享社会
文化资源，他们还获赠内含夏令营活
动部分场馆门票和博库书城爱心读
书卡的“童乐汇”儿童福利手册。

内容丰富多彩 关怀细致周到
012345&6789:;:

尽管申城天气迎来了橙色高
温预警，但在华泾镇华臻居委的

“睦邻点”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给老人带来了别样的清凉。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
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一声声
稚嫩、响亮的童声从华臻社区居民
家中的睦邻点传出。暑假里，“红领
巾”们来到睦邻点，和爷爷奶奶一
起开展暑期老少同乐会。

华臻社区睦邻点成立以来，开
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社区老年
朋友们的生活，被评为区级、市级
优秀睦邻团队。孩子们听老人讲述
华发路近十年来的变化深受感动，
和睦邻点 80岁以上的老人一对一
结对，为他们带上鲜艳的红领巾，
唱起了少先队队歌，祝愿老人们身
体健康，笑口常开。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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睦邻点来了“红领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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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幢橙色小楼帮侬搞定
康健街道寿昌坊小区有一个神

秘的独立小院，老“土地”们告诉记
者，那里原先是个仓库，有着高高的
围墙，和小区隔绝，平时鲜有人打
理，居民们也从来不涉足。就在今年
4月，这个小院重装亮相，“一扇门”
打通了小院和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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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听说这里要改建成长者
照护之家，小区居民是反对在居民
区开门的。”“80后”的“小巷总理”
乔鏖告诉记者，虽然居民希望能享
受到更多的公共服务，但是听到是

“养老项目”，就开始担心如果把
门开在小区，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
干扰。

今年，长者照护之家功能布局
进行了改造，将一楼为老服务空间
打造成多功能的“邻里汇”。“这不单
单是变了个名称，而是意味着这个
空间不仅是对老年人开放，而是面

向全体社区居民，是这个社区的‘大
客厅’。”随着功能的变换，乔鏖也多
了个新名头“理事长”。

“好在改了名称后，居民的抵
触情绪有所减少，加上居委会和骨
干平日里经常宣传，慢慢地反对的
声音就比较少了。”乔鏖说道，经过
理事会的商讨，“邻里汇”的大门仍
开在沪闵路上，遇大活动时开放；
小门则开在寿昌坊，白天开放，设
监控并有志愿者查看。同时，把围
墙打开成透明围栏，与小区融为一
体，“这样，既满足了周边居民要开
放共享的需求，也保持了小区安
宁；对于长者照护之家来说，也可
以防止老人走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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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王阿姨至少要到“邻里
汇”来上两三次。来这儿做什么？

“这里活动可多了，我们有时候自
己组织到这里做做酵素、剪剪纸，

有时候这里有培训课程，我们也来
参加。家里没人，不想买菜烧饭了，
就到这里来解决，一顿 15块，菜色
交关好。”她告诉记者，这里不仅有
助餐还有助浴，老人到这里洗个澡
也很方便，重点是这些项目都能单
次结算，很是方便灵活，也给了老
人更多的选择。

“老少乐”是“邻里汇”的特色空
间，房间里有老人喜爱的沙发躺椅，
地上铺着小孩爬行垫，角落里收着
一些玩具。“有时我们会组织幼儿园
的小朋友走进‘邻里汇’，这样的安
排正是‘邻里汇’的特色所在。”街
道社区服务办主任王纾介绍，作为
徐汇区试运营的第一家“邻里汇”项
目，康健街道吸收了国外的先进做
法，把养老机构和小学、幼儿园建在
一起，让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给老人
们带去“阳光”与欢乐。此外，为了让
活动可持续，“邻里汇”还在阳台辟
出一块“空中菜园”，让老人和小孩

一起认养花草果蔬。康沁幼儿园老
师说，小朋友们在这里上体验课，观
察植物，感受生命教育，他们都很喜
欢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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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有互动，周周有课程，月月
有活动。开张 2个月，首批 23个主
题活动项目已经通过筛选和引进，
目前已开展活动 29次，近 600人次
参与。“小禾公益”亲子阅读、针对失
智老人的“简爱公益”、“绿梧桐”口
述家史等活动，点击率颇高。

王纾告诉记者，首批项目是由
街道引进的，街道还在微信公众号
上建立了“邻里汇”的专栏，方便居
民查询和报名参加活动。“公共客
厅”也有一些自己的规则。比如，社

区文艺团队希望“邻里汇”提供场
地。理事会评估后认为，文艺团队可
使用场地，但仅限于汇报演出，不能
用于平时练习。比如，这里的社区志
愿者不会直接拿到物质奖励，而是
以积分形式，换取其他志愿者制作
的产品或者提供服务，可以是一瓶
自制的酵素，也可以是一次讲座、一
堂课。

“邻里汇”辐射周边三个居民区，
12000余居民。现在，其日均人流量
近六十人次。合理的规则让大家都
能接受并获益，王纾表示，“邻里汇”
面向周边全体居民，力求全年龄，全
服务，全天候，“公共客厅”不仅是大
家共享服务的地方，也是重塑社区
规则的地方，唤醒了大家的公共意
识。 记者 e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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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高难度复杂病变手术百余例，
心内科冠脉介入手术量较去年增长
58.6%，同时开展了血管内斑块旋
磨术，IVUS指导技术、逆向导丝通
过技术、对吻导丝技术等新技术指
导下介入手术……一年前，区中心
医院成立葛均波院士工作站；一年
来，患者在家门口就可享受到中山
医院心内科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

7月14日，葛均波院士工作站
成立一周年暨2017心律失常新理论
新技术学习班在区中心医院举办。葛
均波院士及相关领导、专家出席会
议，并进行学术讲座、手术演示。

中山医院心内科是中国最具影

响力的心血管临床医学中心之一，
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1名、中国工
程院院士 1名。区中心医院心内科
作为上海市重点学科，以医联体为
契机，创新发展模式，依托中山医院
学术和医疗技术优势，组建葛均波
院士工作站，有效带动了心血管病
学科的发展，提升心血管病的临床
疗效和综合服务水平，更好地为患
者服务。

葛均波院士告诉记者，区中心
医院在中山医院的帮助、支持下，
学术水平和业内影响力大幅度提
高，“既往的模式是转运病人，现在
是转运医生。从以前的病人跟着医
生走，到现在医生跟着病人走，在

区属医院接受高质量的诊疗，不再
是难事。”

以工作站为平台，通过葛均波
院士、钱菊英教授等亲自主刀手术，
周京敏教授等定期教学查房、疑难
病例会诊，对相关专业进行技术支
持，实现中山医院、徐汇医院相互转
诊。患者在接受优质的医疗服务的
同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排队 3小
时，看病 3分钟”的看病难问题。区
中心医院执行院长朱福表示，医联
体是深化医改、利民惠民的一大举
措。让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盘活各级
医疗资源，形成合理的双向转诊格
局是打造医疗联合体的最终目标。

累计手术百余例 服务患者有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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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惠虹业委会指导服务中心在
虹梅街道成立揭牌。此后，惠虹中心
将积极围绕业委会规范化建设这个
主题，加强工作探索和创新。

据了解，随着 1+6文件的深入
贯彻落实，徐汇区在依托专业的社
会组织开展业委会指导管理的工作
中做了不少探索和创新，惠虹中心
的成立和运作，将有力地为解决业
委会实际运作中的一些难点问题提

供支撑和保障。同时重点将在以下
几项涉及业委会常见问题的业务工
作中进行探索创新：包括指导业委
会和业主大会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相
关要求，并结合小区实际，制定完善
日常运作和内部管理制度，特别要
完善业委会日常工作档案管理，使
业委会的工作真正公开透明；接收
小额资金工程项目的预决算咨询，
为业委会实施资金的规范使用把好
关口等。

虹梅街道成立业委会
指导服务中心

“学说上海话，小朋友都非常积
极。”“还有老师教唱剧啊，这个暑假真
是体验好多。”“太好了，每个人都能上
台露个脸，孩子又认识了新朋友。”

自 7月 3日徐家汇街道暑托
班开班以来，各班的家校交流群就
热闹得不得了。孩子们课堂上的精
彩瞬间在志愿者的手机里定格，引
来家长们竞相点赞，分享着愉快的
心情。

暑托班作为市区的实事项目，
力求缓解孩子们在假期乏人照看的
难题，化解家长后顾之忧。在徐家汇
街道，暑托班报名的信息一放出，很
快就满额了。不仅有创意画、财智训
练、健身舞、心理游戏、朗读者、沪
语、体育活动等五花八门的趣味课
程，还包括魔幻创新、青苗计划、文
明交通、心理健康及法律伴我成长
等内容，开拓学生的社会视野和生

活常识，深得孩子们的喜爱。每天下
午，来自高校和高中的年轻志愿者
们还耐心督促辅导孩子们完成当天
的暑假作业，度过充实的暑托班生
活。“我家娃每天六点多就主动起
床，七点半之前就准备好书包要去
暑托班，和去学校上课明显的对比
啊！”一位家长感叹到。

为了保障孩子们在校生活的安
全，暑托班每天有 30位老师和志愿
者陪伴孩子们学习、生活，培养他们
在饮食、交通等各方面细节的安全
意识。学校卫生老师每天到校，关注
教室防暑降温和空气流通，并关闭
了通向楼上的铁门。孩子们开心、家
长们安心。“谢谢各位老师，孩子们
学得认真、吃得香、玩得开心！真心
感谢你们和志愿者们在这高温天里
的辛勤付出！”一位家长的这番话说
出了大家的心声。 记者 }~�

饭菜香、体验多
孩子们好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