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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联体”提升沿江片医疗水平
□记者张琪 特约通讯员蒲欣
上海新医改方案公布，背靠医疗
联合体（即医联体）的
“社区首诊”制被
寄予厚望。然而，近日上海市统计局
社情民意中心公布的一项电话调查结
果显示：近三分之一的市民将三甲医
院作为就医首选目标，近一半的市民
担心社区医生水平低，
“ 社区首诊”与
居民意愿还存在差距。
居民有诉求，
浦东有应答。
在浦东新区沿江片，
既有仁济、儿
医、东方三家三甲医院，也有浦南、公
利两家二甲医院，
以此为基础，形成了
两大
“医联体”：
由东方医院、公利医院

和陆家嘴、潍坊等 8 家社区卫生中心
组成的“3+2+1”的“金融城医联体”
（简称
“金联体”
）；由浦南医院和上钢、
周家渡等 9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
成，依托仁济、儿医技术支持的“世博
地区医联体”
（简称“世联体”
）。记者
了解到，这两大“医联体”各有妙招化
解当前的
“社区首诊”困惑。

社区有了编外医生
“金联体”有个优势，东方医院是
伴随着浦东开发开放发展起来的，医
院的医生大部分就住在沿江片。
“联洋
就住着 5 个东方医院医生，门诊办公
室主任朱震宇 2007 年搬进联洋新居，

就来社区报到了。”联洋新社区管理中
心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小区内有许
多随子女工作调动而搬来的老年人，
有些磕磕碰碰在所难免，
通过朱医生，
我们请来东方医院康复科的专家进社
区作‘老年人伤后训练恢复’讲座，很
受居民欢迎。”
从那以后，家住联洋的 5 名东方
医院医生成了联洋的“社区医生”，小
区居民一有需求，就可以通过联洋新
社区管理中心找到医生，他们随叫随
到。2010 年 10 月，东方医院和联洋社
区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居民健康保健
服务共建协议书》，许多居民已经和熟
悉的医生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医

生也了解居民的病史、身体状况，能够
及时准确地给出专业的健康建议。

术没有信心。
“ 世联体”则通过“师带
徒”的模式，提高社区医生的医疗水
平。浦南医院院长刘卫东表示：
“区域
家庭医生后援强大
内还有仁济东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上周五下午，
“ 世联体”内 9 家社
作为联合体的坚强后盾，无论是人才
区医院的数十名医生来到浦南医院， 培养进修、疑难危重病人的急会诊，只
聆听了“2011 版二型糖尿病规范诊治
要去个电话他们都能满足。”
指南”讲座，
这样的讲座。像每个月都
据了解，在“世联体”内的每一位
会面向社区医生举行。
“家庭医生”手中，都有一份特殊的通
在医疗联合体模式中，
“首诊在社
讯录，上面记录有医疗联合体内各专
区”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家
科专家、主任的特长、手机号码等信
庭医生制度。在此次电话调查中，有
息，
“ 随时随地可拨通电话寻求帮助，
75.4%的受访市民对家庭医生制度表
还可以安排预约门诊，如需入院可享
示了赞同，10.5%的受访市民不看好家
受绿色通道，真正实现了病人、家庭医
庭医生制度，原因是对家庭医生的医
生和医院的‘三赢’
。”

“文化民生”与高雅艺术结缘

音乐名家
“唱响高东”
本报讯 （记者符佳 通讯员黄文
娟）曹可凡来了！杨学进来了！6 月 9
日晚，高东镇文广中心影视厅座无虚
席，上海音乐学院名教授带着十多名
声乐专业的硕士生，献上了一台专业
级红歌音乐会《唱响高东》。这是高东
镇近年来专业水准“规格最高”的演
出，舞台上的高材生们却一点也不高
傲，他们带着感恩的心情唱出每一句
歌词，饱含
“感谢高东父老乡亲多年来
对我们的扶持”的深意。
原来，上海音乐学院是高东镇商
会的精神文明共建结对单位。两年
来，
致力于打造
“文化民生”的高东镇，
得知音乐学院有不少家境贫困的学子
因为经济原因影响了学业，立即伸出

候考家长拍下孩子走出高考考场的瞬间，
记录这人生难忘的一幕。

家长在校门口为考生拍照留念
本报讯 （记者符佳）
“走慢一
点，再慢一点！”6 月 9 日 11:00，高考
最后一场的铃声响起，进才中学的
大门徐徐打开，已经在烈日下等候
了几个小时的数百名父母，个个伸
长了脖子。相比前几天候考的紧
张，当天的爸妈都倍感轻松，不少人
还全副武装带着摄影摄像设备，用
单反照相机、iPhone 手机等专业设
备拍下孩子走出考点校门的那一
刻。有考生还拍了一家三口的合

照：
“留下高考的难忘回忆。”
人群中，
一位守着两个大包的考
生爸爸引人注目。家住高桥、
考场在陆
家嘴，
家长为了确保万元一失，
在考场
隔壁租了三天宾馆。在酷暑中熬了两
个多小时，
爸爸终于等来了儿子，
只见
他一手递过去一个手机，
一手取回了孩
子的书包。
“快找同学玩吧，
好好疯一
下！
”
不等儿子回答，
爸爸已经一人扛着
三个包，
走向了公交车站。记者发现，
几乎每个考生都是在出考场后第一时

间打开手机。近半考生考完后与同学
相约放松，
还有不少考生则挽着父母的
手表示：
“只想回家好好睡一觉。
”
据悉，高考三天，前雨后晴，气
候变化幅度较大，但在交警、环保、
教育等部门的统筹协调下，近 1.2 万
名浦东考生在 17 个考区的 519 个考
场顺利完成了人生大考。教育专家
提醒家长和考生，重压之下一下子
放松，身体很可能出现过激反映，考
生的放松计划最好
“悠着点”
！

“老外”乒乓
交友乐陶陶
本报讯 （记者潘永军）德国人、
法国人、日本人，在浦东通过乒乓交上
了朋友。 6 月 4 日，
“ 曹路杯”上海市
第四届新上海人乒乓球赛在曹路开
打。在金桥出口加工区工作的德国人
施安德，与在市区工作的日本人可见
俊二郎，以及法国人亚瑟成为了“乒
友”
。
比赛当天，160 多名在全市各区
工作的外国人、来沪务工者挥拍比球
技。 他们有来自金桥开发区、张江高
科技园区及陆家嘴金融城的，也有来
自上海中医大、同济大学等高校的，
一
天比赛，让这些“新上海人”认识了更
多
“圈内”朋友。

气孔，减少水分蒸发，
同时又减少阳光
的直射，
降低叶面的温度。

□记者张弦/摄

今年高考在高温中落幕

为什么花儿有各种颜色
为什么有些植物长毛
植物身上的毛是一种防御的武
器。植物身上的毛越多，受昆虫的危
害就越小。植物长的毛还有其它作
用，
有时可以借助风力传播种子；有些
植物的茎叶上长有一层细毛，可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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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浦东金桥出口加工区的德国人施安德、法国人亚瑟与中国球员交流
球艺。
□徐网林/摄

援手，由镇商会与学员结对。商会每
年向该院十多名家境贫困、品学兼优
的少数名族学生发放每人 1000 元的
助学金，不少商会领导还以个人名义
扶持贫困学子。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在建党九
十周年之际，上海音乐学院的学子把
感恩的心化为一首首动听的红歌，也
让不少从未进过大剧院聆听名家演唱
的普通村民，第一次与高雅艺术亲密
接触。
据悉，
《唱响高东》红色经典歌曲
音乐会作为高东镇第三届地区文化艺
术节的重头戏，将在 6 月 9 日至 11 日
连办 5 场，2000 多名高东人将聆听这
动人的歌声。

23:00

大多数花儿的颜色在红、紫、蓝之
间变化。这是因为花瓣里有一条“变
色龙”——花青素。
花青素能根据土壤酸碱度的不同
和周围环境中温度的高低变化出不同
的颜色。有些花的颜色可在黄、橙、红
之间变化，这是因为它们的花瓣里含
有胡萝卜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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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3 日-6 月 19 日）

浦东新闻
民声在线
连续剧：
闪婚（09-22）
连续剧：
合适婚姻（09-15）
少儿动画：
蓝猫淘气 3000 问
民声在线
沟通 （周一、
周三、
周四）、
浦东纪事 （周二、
周五）、
生活导航 （周六）、
文明 365 （周日）
浦东新闻
连续剧：
真情母子（04-15）
发现档案：
无脑娃 上（周一）、
无脑娃 中（周三）、
无脑娃 下（周四）、
“活”
地 （周五）、
戳穿千术 上（周六）、
戳穿千术 下（周日）
少儿动画：
小鸡不好惹（235-248）
民声在线
浦东纪事 （周一、
周四）、
沟通 （周二、
周三）、
生活导航 （周五、
周日）、
文明 365 （周六）
转播中央台 新闻联播
浦东新闻
新左道财门 （周一到周五）、
浦东纪事 （周六）、
沟通 （周日）、
连续剧：
闪婚（11-24）
民声在线
浦东新闻
午夜影院：
城市猎人 （周一）、
纵横四海 （周二）、
白银帝国 （周三）
追影 （周四）、
三枪拍案惊奇 （周五）、
硬汉 （周六）、
游龙戏凤 （周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