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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纪事
本报讯 记者 顾金华 在社区

预约到专家门诊，于诊间进行下一
次“ 诊间预约”，让病人看病少跑几
趟；社区首诊还有大医院专家把关，
远程会诊中心串起“ 诊断链”，心脏
病癌症早发现；居民看病拿报告不用
再跑远，全部可以家门口搞定⋯⋯闵
行区创建的新型“ 信息化医联体”，
拉起居民健康保障的底层大网，构建
出新医改后市民就医新模式。

据悉，闵行自今年初建立起以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和闵行区中心
医院两所区域医疗中心为核心，联动
周边各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成
的医疗服务联合体以来，至今10个月
全区1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量
为408.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3.6%，市民首诊在社区已达95%以上。

更贴心
就诊时预约下一次

家住七宝镇的73岁李阿姨在七
宝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后，直接
在医生诊室成功预约了下周该专家
的门诊。李阿姨告诉记者，之前去大
医院看专家门诊，不仅候诊等了3个
多小时，做各种检查又是排队等候，
看一个病从上午8时进医院开始，一
直持续到下午1时左右。

如今，李阿姨在社区也能看到
大医院专家门诊，还能在诊间进行
下一次“ 诊间预约”，“ 看病我可以
少跑四五趟”，李阿姨说，因为是同
一个医生，对她的病已有所了解，20

分钟就可以看完。
为了方便患者的复诊治疗和优

化预约流程，闵行区中心医院和区
内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医联体”
启动了“ 诊间预约”服务，患者在医
生接诊后，可以直接在诊间进行下
一次同一位医生的门诊预约登记，
各科医生可在医生工作站通过“ 预
约管理” 功能预约病人的下次就诊
时间，预约成功后，医生会给病人打
印一张预约单，预约单会提醒病人
下一次就诊时间、取号方式等。

闵行区区域医疗联合体理事会理
事长、区卫生局副局长程佳表示，“ 诊
间预约” 极大地方便了复诊的病人，
尤其是需要持续性治疗的老病人。多
次检查或治疗需重复挂号，在一定程
度上造成就诊不便，且每次要对不同
的医生反复描述自己的病情。闵行区
借助医院联网的信息化工程新推出

“ 诊间预约”挂号就破解了这一难题。

更方便
家门口搞定繁杂手续

“ 信息化医联体”让社区居民
就医变得更方便。67岁的黄阿姨家
住华漕镇，由于地域偏远，以往检查
经常性头痛需要做CT前往区中心
医院，每一趟单程就要25公里，花费
大量时间和精力。

今年，华漕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设立了区中心医院收费端口，黄阿姨
只需在当地预约、一次性付费后，就
可按约定时间赴闵行区中心医院进

行CT检查，并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拿到报告结果，接受进一步诊治。

在闵行区中心医院的大力支持
下，闵行区北片“ 医联体”的8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在自家医院设立
了区中心医院收费端口，市民不仅
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区内
二、三级医院检查的预约与付费，到
了上级医院后，也可不用排队挂号，
直接就医检查。检查报告也将由快
递发送到社区医院，看病、检查、取
报告，全部在“ 家门口搞定”，极大
地方便了居民的就诊。

为了简化转诊流程，方便患者，
区域内的华漕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还将报告递送的方式由快递改为电
子邮件，这也进一步解决了报告提
送遗失或不及时等问题。

此外，闵行区卫生部门利用区
内医疗卫生信息化网络，由二、三级
医院的专家对患者在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所做的心电图检查、影像检查
进行把关。患者到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做心电图或影像检查后，除了首
诊医生做判断，影像资料还将通过
网络，上传到闵行区的心电图、放射
影像、超声影像等各个远程诊断系
统，由来自市五医院或闵行区中心
医院的专家为每份图像审核把关，
防止重病病人被遗漏。

居民前往社区医院就医。 本报资料图 记者 杨磊 摄

长宁签约家庭医生
居民可享双“ 福利”

本报讯 记者 丁烨 目前，长宁
区已为辖区每个居委配备了1名家庭
医生，具体负责社区居民的健康管理
工作。只要居民愿意，就可以联系所
属居委的家庭医生，签订家庭医生健
康服务协议，建立契约服务关系。同
时，签约居民还可享受到更便捷的配
药与转诊“ 福利”。

据介绍，长宁区已签约家庭医
生的居民目前可享受定点医疗的药
品权益。签约居民在家庭医生处定
点就诊时，家庭医生在“ 合理、安
全、有效”的前提下，可以为签约居
民开配688种基本药物之外的必需
药物，单次配药可酌情满足1-2个
月用量。

其次，签约居民还能享受到更便
捷、优质的分级诊疗服务。通过家庭
医生转诊到华东、华山、中山等综合
性及专科三级医疗机构的签约居民，
可享有便捷预约专家门诊、优先住院
治疗等权益。

此外，签约居民还可在家庭医生
处得到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慢性
病的“ 防治一体化”服务，享有个性
化的健康管理，而预约就诊的服务方
式也为签约居民提供了便利。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东华大
学的大三学生小顾最近申请到了一
笔特殊的助学金，之所以特殊，是因
为该项助学金靠一针一线“ 织”出
来的。原来，这是由东华大学信息学
院6名女辅导员组成的手工艺中心，
一年内加班近4500小时制作手工头
饰品，并把义卖所得设立针对家庭
困难学生的助学金。

做手工 助贫困学子
校内各类助学基金不新鲜，但

如东华大学女辅导员这般用手工艺
品换钱资助学生的，着实少见。基金
发起人、来自东华大学信息学院的
严钧介绍说，基金主要面向家庭经
济困难的大学生，第一年投入5000
元，资助5名困难学生。“ 我们想为家
庭困难的学生做点实事，后来有老
师提出做手工头饰品这个创意，到
现在已经坚持了整整1年了。”

据了解，手工头饰品全部是女
辅导员老师利用大量的休息时间加

班手工缝制的，制作出来的头饰品在
学校慈善爱心屋专柜展卖，每逢周二
6位老师还亲自上阵“ 摆地摊”，成为
东华大学校园里的“ 传奇”。

辅导员刘洁对此深有感触：“ 每
次摆摊都有很多老师和同学来助
阵，全校的女教师，几乎每个都买过
我们的头饰品，不少老师还成为了
经常光顾的回头客。虽然目前只资
助每个学生1000元，但每一分钱都
饱含了老师们辛勤的汗水和校园里
师生们的款款爱心。”

卖头饰不简单，做头饰更加辛
苦。刘洁给记者算了一笔“ 爱心”
账，按照每位女老师每天上班前1小
时，下班后1小时，每周末平均半天，
寒暑假隔天一次，每次半天，每人全
年共计加班700余个小时，6人共计
加班近4500个小时。

提倡议 让爱心传递
为了突出女辅导员们的身份，

学校同意用“ 巾帼手工爱心助学基

金”来命名，学校慈善爱心屋还给接
受资助的学生每人配备了300元的
物资领取卡。东华大学大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主任廖丽金表示，高校辅
导员除了承担为学生人生领航的德
育工作外，每一年也肩负着给众多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评定助学金的
工作。“ 从给学生评定助学金的工作
者，‘ 变身’为给学生设立助学金的
群体，这还是沪上高校辅导员教师
群体中的第一次。”

严钧介绍说，巾帼手工爱心助学
金的另一个独特之处，还在于对受助
的学生发出了诚信倡议。每个受助的
学生都会收到一封倡议书，希望他们
加入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行列。

“ 这个是自愿的，如果学生愿意
的话，将会在诚信倡议书上签名。承
诺在毕业后工作3年内，能够向我们
的基金捐一笔爱心款。他们捐助的钱
将全部用来帮助更多的困难学生完
成学业。”这次受助的5名学生中，已
有3名表示将在诚信倡议书上签字。

东华设立“ 巾帼手工爱心助学基金”
女辅导员“ 摆地摊”义卖资助贫困生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这学期，
进才实验小学将“ 搭积木”引入课
堂，无论是埃及金字塔、伦敦塔桥还
是荷兰风车，学生们都能慢慢学习
如何自己“ 制造”。第一堂课在老师
循循善诱下，学生们在亲自动手搭
建的过程中，从最基本的块的搭建
方法开始，一步一步掌握各种搭建
技巧。

任课老师说，通过完整的课程学
习，最终能够熟练应用块的全部基本
搭建方法，而在完成各种有趣的搭建
任务的同时，学生还将学习到许多关

于建筑的、有趣的人文知识，这些都
将进一步增强课程的趣味性，开阔学
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该校校长赵国弟介绍道，“ 小小
建筑师” 是城市学校少年宫最新引
入的一个项目，主要是想通过类似

“ 乐高” 的教具，综合利用数学、几
何、搭建技巧进行设计、搭建，完成模
型，从而让学生们的观察力、动手能
力、空间想象力、团队合作能力和科
学思想能力得到提高。“ 看着今后的
搭建成品，学生们也会获得满足感和
自豪感。”

》校园动态

进才实验小学引入“ 搭积木”课程

小学生上兴趣课学做小小建筑师。 本报记者 施培琦 摄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凭借自
己对海豚的了解与热爱，12岁女孩
云惟奇用一张五彩斑斓的DIY展板
在“ 环球自然日”———青少年自然
科学知识挑战活动中脱颖而出，摘
得中文组第一名。

为了探究海豚世界，她通过查询
文字和网上的资料，云惟奇从不同
的角度和观点中找到最合理的结论

和解释。她跑到水族馆近距离观察
它们，还利用双休日大老远跑到临
港新城的上海海洋大学请教海洋生
物专家，并录制了采访视频。

云惟奇的妈妈孙琦告诉记者，
女儿从小就是十万个为什么，自幼
喜爱科技活动，爱思考，爱探究，动
手能力很强，是个“ 小发明家”。

她发明的便携式鞋子防滑伴侣

获得了第26届英特尔上海市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的一等奖。2011年12
月该项目还获得了专利。

2011年底，云惟奇通过仔细观察
日常生活，又发明了“ 多功能个人防
雾霾风帘装置”和“ 冰棒、雪糕等带
插杆冷饮的防滴淌包装”。最近，她
又有了两项新的发明项目———“ 多
功能鞋子清洗机”和“ 透气背包”。

“ 小发明家”探究海豚世界再获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