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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医生进楼宇 解决白领“就医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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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发布一张“新地图”

掀起“全民阅读”热潮

长宁文化阅读长宁·虹桥白领服务

社区晨报记者 陈毓磊

4月 20 日?午，“回眸百年

路 奋进新时代”2021 年长宁区

读书节开幕式暨长宁区庆祝?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朗读

会在古北市民?心举行。活动现

场，主办方发布了《百年印记·长

宁悦读地图》，并正式宣布 2021

年长宁区读书节系列活动全面启

动。

上海，是?国共产党的诞生

地，近代?国光明的摇篮，孕育着

革命理想的初心，传承着丰富的

红色资源。在长宁区，也散落着一

些镌刻于时光?的红色革命印

记。开幕式现场，长宁区发布了一

份特别编制的《百年印记·长宁

悦读地图》，该地图?精选了 21

处革命文物、优秀历史建筑、公共

文化服务场馆、城市更新点位等

地标性文化建筑，立体式呈现长

宁区丰富的红色资源与城市新

貌。

据了解，结合这份《百年印

记·长宁悦读地图》的正式发布，

相关部门还将在长宁读书节期间

举办文化微旅行和主题征文等活

动，让红色基因与海派文脉相互

交融，使广大读者在探寻城市的

脚步?，畅想?国梦，迈向奋进

路。

长宁区读书节自 2012 年举

办至今，已陪伴广大读者走过十

个春秋，也是长宁近年来重点打

造的文化品牌之一。本届读书节

以“回眸百年路 奋进新时代”为

主题，在为期 8 个多月的时间

内，将联合区域内各级公共图书

馆、特色书店、阅读空间策划开展

“主体活动”“学（党史）”“读

（经典）”“赛（征文）”“行（城

市）”五大板块 7 个门类 56 项

活动，共计约 200 余场次的阅读

推广活动，让广大读者在阅读?

重温奋斗历程。

本届读书节开幕仪式上，长

宁区文化和旅游局还与《红蔓》

杂志编辑部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双方将共同培育“长宁·红蔓

朗读会”这一阅读品牌，在长宁

的文化地标定期开展主题朗读会

活动，讲好长宁故事。

当天开幕式上的“长宁·红

蔓朗读会”第一期活动?，参与

者以诗文朗读、访谈互动、艺术表

演的形式，展现上海在建党百年

的不同时期涌现出的时代楷模，

同时也承载着上海这座城市在城

市更新建设历程?的速度与激

情。

当 天 ，“HONG 蔓 书 友

荟———虹桥社区境外友人读书俱

乐部”也同步成立。据悉，该俱乐

部将通过举办海派戏曲、海上茶

语、马路传奇等主题的朗读活动，

为境外友人打开了解上海、了解

?国之窗。

社区晨报记者 陈毓磊

每年最令“打工人”心有余悸的

可能不是年终总结，而是体检报告。

据《2019上海白领健康指数报告》

的数据显示，过去五年间白领体检异

常率持续攀升———从 2014 年的

94.60%上升至2018年的98.75%。

日前，上海召开为民办实事项目“建

立100个园区（楼宇）健康服务点”

推进动员会，会议透露，上海要创建

100个园区（楼宇）职工“健康服务

点”，让职工就近就能方便享有疾病

预防、健康自检自评、健康教育、健康

指导等服务。而首批挂牌的上海市园

区（楼宇）健康服务点，有一处就在

长宁区虹桥街道。

不久前的一个?午十二点，虹

桥街道东银?心里，白领们纷纷涌向

一楼大堂，街道总工会在这里举办

“家庭医生进楼宇送健康”专场活

动。来自虹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心

和辖区医疗机构的6名医生坐诊，帮

助东银?心及周边楼宇的白领了解

健康问题。

义诊正值午休时间，大堂里白

领络绎不绝。医务人员免费为白领量

血压、解读体检报告，认真地为前来

咨询的白领们诊脉……“之前去医

院看病，不仅要专门请假，在医院里

挂号排队也得花上不少时间。现在在

办公楼里就能看医生，特别方便！”

任先生对当天的义诊活动赞不绝口。

楼宇里就能看医生，这都得益于虹桥

街道总工会积极推进“健康工享站”

项目落地。

长宁区通过探索“驻点式”“体

验式”“巡诊式”3种工享站运行模

式，把全科问诊、专科检查、?医咨

询、?医理疗、健康管理、代配药等

各种医疗服务通过整合式服务或

活动送到广大楼宇职工身边。虹桥

街道积极落实，“家庭医生进楼宇

送健康”东银?心专场活动就是一

种“体验式”健康工享站医疗服务

模式。

类似的探索，2020 年起就在虹

桥街道部分楼宇开展实施。去年，

由长宁区总工会携手虹桥街道工

会共同打造的全市首家楼宇驻点

式“Health 工享站”落地世贸商

城。预约就诊、体检报告解读、?医

理疗、药品代配等医疗健康服务，

白领们不出楼宇，就能“一站式”

拥有。

目前，虹桥街道总工会已经在

辖区楼宇形成“1＋ 8”医疗服务网
络，“1”即建立“驻点式”工享站。

由企业楼宇为“驻点式”工享站提

供免费的医疗场地，并对配套的用

水用电和医废处置设施安装给予协

助。“8”即在东银?心、协泰?心、

国贸?心、华闻国际、太阳广场、文

广大厦、荣广大厦、新虹桥大厦建立

8个开展“体验式”、“巡诊式”的

楼宇工享站。楼宇工享站将在楼宇

物业管理单位的配合?，运用楼宇

大堂空间、大型会议室作为医疗服

务的运作场地。

2021年，虹桥街道计划开展

16 场“体验式”和 16 场 “巡诊

式”楼宇医疗服务活动，平均每季

度在 8个楼宇实施 4 场“体验式”

和 4 场“巡诊式”职工医疗服务，

不断提高服务频率，积极拓展服务

群体。

问诊现场

社区晨报记者 张翠玲

防盗门坏了怎么办？静安区芷
江西路街道永兴路 636 号的居民
遇到这些烦恼，首先想到的就是去
找楼组长王爱萍。

今年 64 岁的王爱萍，急居民
之所急，是楼组的热心人。她的
爱人汤登荣也十分支持她出来
为居民做事，他常说：“你做的
是大事，我就在家做小事吧。”

复元坊小区是一个老小区，为
了居民们的安全，各个楼道门都装了
防盗门。可时间一长，防盗门日晒雨
淋加上使用得频繁，显得破旧损坏。
王爱萍说：“基本上小区每扇防盗门

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对于居民的人
身财产安全和楼道的环境都受到了
一定的影响。也有很多居民向我反
映，要求有关部门能够整修，但对于
修理费用多次沟通不尽如人意。”

作为一名楼组长，看见居民忧
心忡忡的表情，王爱萍看在眼里，
心里暗暗地琢磨着如何能够解决
这一问题。一方面，她去装修铝合
金门窗的店铺咨询，多家对比价
格；另一方面，她积极和楼道居民
商量是否各家凑钱来解决此问题。
“虽然大多数居民都表示支持，但
也有居民不理解，认为我是多管闲
事，也有人说感觉我上门收钱像似
乞讨，吃力不讨好。”

当时，王爱萍也很苦恼，做还
是不做困扰着她。经过几天仔细
的思量，理智战胜了“面子”。她
联系了修门师傅，每家上门收费
5 元，她又自掏腰包买了油漆把
门漆了一遍。看着修整如新的防
盗门，居民走进走出时愉快地赞
美道：“真好！跟新的一样！”每当
收到居民的赞叹，王爱萍内心有
说不出的自豪感。
防盗门老旧的问题被解决后不

久，又出现了刷卡电路短路、死机的
问题。维修部门也多次修理，最后给
出的解释是，“机器老化了，没法修
了，只能等有新的机器再更换或拆
机处理。”

为了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
楼道环境整洁以及收取快递等日
常生活的方便，王爱萍就偷偷地向
修理师傅学习，经过自己的努力，

基本能解决防盗门的死机故障。
“我的一点付出能帮助到居民，给
居民日常生活带来一点方便，我也
很高兴。”王爱萍如是说。

王爱萍维修防盗门

守护楼组大门 理智战胜面子
静安·芷江西社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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