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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不必再舍近求远配药了

奉贤率先探索乡村卫生室常用基本药
“点单制”
□见习记者 贾佳 通讯员 孙燕
本报讯 “在村卫生室，就能
配到原来这里配不到的药，实在太
开心了。”不久前，奉贤庄行新叶
村村民宋正芳率先体验到了常用基
本药物“点单制”的便利，直呼
“再也不怕‘配药难’了。”针对百
姓日常用药，由传统“配送制”变
为“点单制”，这是近来奉贤区为
村级卫生室量身推出的药物配送新
方式。在过去，乡村卫生室一些常
用药需求量虽大，却并不在配送目
录内。如今，根据不同的村民需
求，有针对性进行药物配送增补，
这样的“点单”方式，填补了需求
空白，着实让村民感到了便利。作
为一项创新性探索，奉贤区为本市
首个将这一做法在辖区内推行开
来。
这一做法意在破解市郊乡村药
物配送的需求难题。据了解，在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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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四月，春潮澎湃，微风拂面，夹杂
着淡淡的鱼腥味扑面而来。海浪涌动，蓝
天下的渔村人头攒动，春意盎然。

伴随着潮起潮落，这份喧哗和热闹已延续
了多少年多少代？据史料记载，
金山嘴一带的
海洋渔业一直十分兴旺，是上海地区有名的渔
港。清末民初，小镇上有商店、作坊已达 36
家，其中经营渔货的渔行就有 10 多家。每逢
春、秋两汛，大鱼、海蜇旺发，来观潮的、买鱼
的、经商的游客、商贾云集，摩肩接踵，热闹非
凡。
总觉得，金山嘴渔村的春天有一种别样的
美。空气中弥漫着缕缕其他地方没有，却又说
不清道不明的气息。是因为有海浪声伴耳？
还是鱼腥味扑鼻？抑或还有其他......？
这个春天，这份独有的春意不仅仅来自渔
船码头、海鲜集市，还隐藏在渔村老街精致小

巧的巷弄里。从前，
很多市民游客花上半天或
一天来到渔村，品尝海鲜，走马观花式地逛一
番老街就匆匆踏上归途。而如今，
越来越多的
游客愿意抛开都市生活的种种，
“奢侈”一把，
深入小巷，推开一间民宿的房门，在这儿住上
一两天，细细品味枕海而居，听涛入眠的渔家
文化。
就在不久前，金山嘴渔村 6 家民宿获得了

的一条小岔路上，记者推门踏入此次获得备案
民宿之一的琴轩居。一进门，
便能看见被装裱
起来挂在墙上的民宿备案登记证明。洒满阳
光的庭院里，有人正品尝着老板最近推出的手
工黄鱼面，而老板娘则忙里得闲，坐下包几个
黄鱼馄饨。
渔村的民宿，让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隐
隐有歌声传来。寻声而去，便是渔村最大的民
宿半朵悠莲。和店名一样文学的还有它的气
息：青砖铺地，花草婀娜。点一杯咖啡或一壶
茶，静静坐在湖边发呆，听着驻唱歌手唱着对
诗和远方的向往，微风轻轻拂过……
继续深入老街，一扇略显沉重的黑色铁门
里，是一家名叫绿竹巷的特色民宿，仿佛进入
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家只有三间客房的民宿
里，
随处可见竹制的桌椅、栅栏，
每一个微小细
节都体现出老板的匠心。而最吸引人的，据说
是这里的私房菜。大部分客人来绿竹巷，是为
了尝一口这里的私房菜。老板从不做广告，全
凭客人口口相传，慕名而来。老板说，绿竹巷
正在修建一个竹文化博物馆，
同时扩建增加五
间客房。阳光、码头、海风和淳朴的民风，游客
偶尔的嘈杂也演变成一种可爱。
一条老街逛到头，已不再是金山嘴渔村的
独特打开方式，渔村的美食也不仅仅只有油墩
子和海棠糕。如今，这里的特色民宿凭借其独
有的风韵成为人们留下脚步的最大诱惑。
渔村民宿的春色这么美，
想不想去住上一
两晚？
记者 曹佳慧 摄/文

民宿备案证明。这也是金山区促
进民宿发展的意见发布以来，首
次向民宿经营户颁发民宿备案证
明。这 6 家民宿经过初审、指导
和验收，
在消防、治安、食品卫生、
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
被认
定已基本符合民宿规范要求。有
了备案证，游客们可以住得踏实
安心，民宿老板也不用“偷偷摸
摸”
了。
如今、即便是在工作日的午
后，渔村老街上也是人来人往。
翻过一座小桥，在奶茶铺子对面

贤，共有 159 个村级卫生室下辖于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根据市卫生局
《关于本市郊区村卫生室落实基本
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村卫生室
指 定 的 配 备 基 本 药 品 为 157 个 品
种，特别是针对慢性病用药，纳
入村卫生室用药目录的品种少于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录。有些配
药，要专门去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这让很多村民感到了配药难
问题。需求大，呼声也高，今年 3
月，奉贤区委在开展“千百问、千
百策，千百梦、千百圆”大调研活
动中发现了这一问题。于是，奉贤
区紧扣难题积极与市有关部门沟
通，率先探索对村级卫生室常用基
本药物目录进行“目录外新增部
分”的调整。
所谓“点单”，奉贤将针对不
在“目录内”的常用慢性病用药品
种，给予了 10 种药品“自选项”，
各村卫生室可以根据区域内的不同

需求进行增补上报。在邬桥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所辖的新叶村村卫生
室，正是率先新增药品的村卫生室
之一。对此，60 岁的宋正芳难掩激
动心情，她表示，农村地区基本以
老人居住为主，普遍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病。像宋正芳，需要
长期服用的降血脂药“阿托伐他汀
钙胶囊”过去就只能去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配，“等车、坐车，来回跑
就要花去 1 个多小时；到了服务中
心后，挂号、开药、付费、拿药到
处都要排队，对上了年纪的人来
说 ， 真 的 特 别 不 方 便 。” 宋 正 芳
说，“现在不一样了，区里应老百
姓需求，在村卫生室配备了这种
药，对老百姓来说，配药方便多
了。”宋正芳还算了一笔账，到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配药，医疗保险可
报销 70%，但在村卫生配药，就可
以报销 80%，
“合算！”
“过去，慢性病人配药，占社

“花漾奶奶”
玩转小区
“秀”
风采
□记者 曹佳慧 通讯员 翟玉华
俗话说，
“ 远亲不如近邻”。然
而 当 下 不 少 小 区 ，邻 居 反 倒 成 了
“最熟悉的陌生人”，时常在楼道里
遇见，却好像不认识。在金山区朱
泾镇万安金邸小区，邻里之间却是
另一番光景，这多亏了小区里 30 多
位“花漾奶奶”。
这些“花漾奶奶”平均年龄 58
岁，退休前从事老师、律师、医生等
职业。退休之后，依然在小区里发
挥余热，自发地为小区的平安、环
境美化、邻里相望等建设作贡献，
一则则暖心的小故事就这样传了
开来。
“花漾奶奶”团队负责人姓顾，
大家称她顾奶奶，她不仅是全队中
年纪最大的一员，也是“花漾奶奶”
团队的创建人。顾奶奶介绍说，
“‘花漾奶奶’成立于 2012 年，原本
叫花样奶奶，用土话说就是‘花样
多’，之所以从‘样’变为‘漾’，是因
为 我 们 不 仅 要 有 花 样 ，更 要 有 活
力，
有风采。
”
一把钥匙开启邻里信任
小区里 60 多岁的谢伟峰和陆
蔚莉夫妻，由于子女定居美国，一
年之中有大半年的时间会去美国
陪子女，这里无人居住的空房让这
对老夫妻心里不踏实。他们对小

区里的“花漾奶奶”早有耳闻，居民
们的口碑也很好。于是，他们找到
了“花漾奶奶”，想把家交给她们看
管。热情的奶奶们二话不说就答
应了下来。老夫妻在美国的日子
里，
“ 花漾奶奶”们分成几个小组，
每个星期两次上门给浇花、开窗、
拖地、晒被子等，让这个家里充满
“人气”。这“一把钥匙”的感人故
事，
成了邻里们口中的美谈。
一次探望温暖邻里心田
2015 年初，小区徐老伯的爱人
不幸得了重症，他便陪伴爱人呆在
家里休息，连续几天的“缺席”引
起了“花漾奶奶”们的注意。了
解情况后，她们立即组织队员一
起上门探望，嘘寒问暖，这些举
动让老徐夫妇很感动。老徐爱人
去世后，“花漾奶奶”们依然像以
往一样关心着他，邀请他参加老
年活动。小分队队长马阿姨说：
“我们一般都很注意身边的老伙伴
们，要是哪个人 3 天不来老年活动
室或一段时间没碰到，我们就会
打听一下，如果是病了就去探
望，如果需要帮助，我们也会尽量
帮帮忙。
”
据统计，近三年里，类似这样
的探望已有 40 多次，全凭奶奶们
“一厢情愿”。谁能想到，邻里之间
也可以这样“来往”。

一次聚餐品味邻里和谐
“多年邻居变成亲”，
“ 花漾奶
奶”们每逢“三八”妇女节、元宵、端
午等节日，都会进行一次聚餐，她
们的聚餐并不奢侈，但很别致。在
小 区 的 活 动 室 里 ，有 时 一 起 做 汤
圆、裹粽子，有时每人做一道拿手
菜，凑成一桌。每逢春节，她们会
邀 请 小 区 的 保 安 、保 洁 员 一 起 聚
餐，感谢他们一年来的付出，这样
的暖心关怀一直保持至今。像宝
英、阿英、小妹、小沈这些队员有一
点特殊，她们不像其他的花漾奶奶
时髦、活力，她们都是农村的拆迁
户，大半辈子与农田打交道，一开
始无法融入这个队伍，但经过一系
列活动，她们也打开了心扉，如今，
她们不仅是队伍里的活跃分子，也
时常将老家种植的黄瓜、茄子等果
蔬分享给大家。此外，队员们也会
自发的带上“家伙”开展家园清洁
行动、戴起袖章进行平安巡逻、穿
上志愿者马夹劝导乱停车……
万安金邸小区属朱泾镇罗星
居委会管辖，小区建于 2012 年，共
有居民 570 户。
“ 下一步，我们要给
‘花漾奶奶’们设一个展示室、做一
套服装、开设一个公众号，让‘花漾
奶奶’们更好的‘玩转’小区，
‘ 秀’
出不一样的风采。”罗星居民区副
书记毛继英说。

区卫生服务中心日门诊量的 60%；
现在，这方面的门诊量大幅减
少。”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目前，中心下面的新
叶村、张塘村 、西张村、浦江
村、渔沥村、农民新苑卫生室都实
行了常用基本药物“点单制”，首
批新增阿托伐他汀钙胶囊等 8 种药
品。
按需配给，让老百姓无需“舍
近求远”，在家门口就能“心想事
成”，目前，这一做法已在全区推
行开来。据了解，此前，奉贤区卫
计委已发动系统内 21 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集体下村调研，听群众呼
声和乡村医生意见，并以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为“主要负责人”，因地
制宜，选出各“医疗服务半径”中
群众最迫切、最急需、供求量最大
的药品种类，上报局社管中心、医
政科备案。区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经过审核符合实际需求的，待

如何让社区服刑人员更好参与社区服务

松江探索在这个村做了尝试
□见习记者 贾佳
本报讯 如何让在社区服刑的
矫正人员更好地参与社会，在规定
的教育学习时间内，更好地接受社
区矫正？前不久，松江叶榭的 5 名
社区服刑人员来到了堰泾村。在这
里的幸福老人村，他们并没有像以
往，仅仅参与社区“大扫除”或是普
通的敬老探望。在传统社区服务和
集中教育基础上，将职业岗位或兴
趣，与幸福老人村的需求对接，他们
正以自己的“一技之长”
参与到为老
服务中来。这是松江区司法局社区
矫正中心创新探索的社区矫正人员
管理办法，目前，正通过叶榭司法所
开展先期试点。根据个人特点延伸
社区服务岗位，从而提升社区矫正
的教育力，这样的思路或将在全区
铺开。
正在社区服刑期间的老储，正
在一家单位食堂做厨师。活动这
天，他早早来到幸福老人村，
帮忙搬
运厨房物资之后，切洗菜品，
掌勺为
老人做了一顿中饭。同样社区服刑
的黄某，开了一家自己的足浴店，
在
一旁帮厨的过程，他颇有感触。
“看
到这些在乡村生活的老人，觉得自
己正在做的事情很有意义。希望以

缤纷农创生态节 农业创新创意大

“上农之春”开启年度最热文化月
□见习记者 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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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
院第 31 届“上农之春”文化节开幕。
“改革开放四十载的三农记忆”学生
手工报制作比赛、
“正青春，好年华”
十八岁成人仪式、缤纷农创生态节、
“ 创 意 青 春 ”农 业 创 新 创 意 大 赛 、
“园”创绿色科技节、宠物嘉年华、环
保服饰大赛，一场场突出了青春主
题、时代印记和专业特色的活动，精
彩纷呈。据了解，
“ 上农之春”文化
节是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一年一
度影响力最大、师生参与最多的校
园文化活动之一，三个板块的 23 项
活动将历时 1 个月。

备案通过后，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就可以通过阳光平台进行药品统一
采购，并及时送往每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辖区内的村卫生室中，“确
保‘点单制’不流于形式和表面。
”
其实，为改变慢性病人配药
难，不少区也在积极探索。其中，根
据《关于进一步规范社区卫生服务
管理和提升服务质量的指导意见》
规定，随着城镇化发展，村委会改
居委会后，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
按有关标准将原村卫生室改造为社
区卫生服务站，药品与社区中心统
一。但对于远郊奉贤来说，这条路
并不好走。目前，奉贤区还对每一
种新增药品实行了数据监管，尤其
是对新增药品的配送、使用情况进
行实时跟踪和监控，对连续一年时
间中用量少的药品进行再调研、再
走访，及时调整现有新增药品的种
类或及时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新的
配药需求。

本届文化节以“文化尚农 青春
绽放”为主题。5 月 8 日，以《传统文
化育人文》
《渊源农耕浓人情》
《文化
自信聚人心》三个篇章的开幕式突
出了传统文化特色，展现了该校青
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由潘家浜
小学学生带来的诗歌朗诵《三字经》
拉开活动序幕，汉服表演《悠悠中华
情，浓浓华服爱》，舞蹈《采薇》，二十
四节气文化展示等让现场感受到了
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漫长积淀；由
校训所改编的朗诵《上农韵》激励师
生传承“尚农 乐耕 生生不息”的校
训精神，传递出坚守农业，服务农村
的办学理念。
本届文化节分为“中国梦归育

后经常来，成为一名志愿者。”据了
解，这次参加活动的社区服刑人员
是由叶榭司法所经过前期排摸，根
据现有的岗位状况和个人意愿，主
动报名参与的，
活动对接前期，幸福
老人村也按照日常运营需求，提供
了志愿岗位的设想。一同参与的，
还有日常陪护、聊天，日常清洁等。
本次活动内容将纳为社区矫正工作
的一部分。
据了解，按照矫正管理的规定，
社区服刑人员将每个月参与规定时
长的集中教育和集中社区服务，以
确保加强监管和学习。从前，参与
社区服务和教育形式较为单一。由
于社区服刑人员的工作岗位所限，
不少人员在集中组织活动时遇到请
假不便的问题。这样的服务方式在
一定程度增加了弹性时间，有意愿
者可随时进行自行联络。
对此，参与组织本次活动的相
关负责人表示，作为一种创新的矫
正管理社区服务方式，接下来，松江
区社区矫正中心将在全区范围对矫
正人员进行岗位和志愿排摸，根据
性格、岗位特点，做有针对性安排。
也尝试让更多人员通过参与公益和
志愿者的心态，感受孝亲爱老的过
程，顺利渡过社区矫正考验期。

人篇”、
“青春风采展示篇”、
“渊源农
耕赛事篇”三个板块。通过文化节
举办，彰显思想引领、文化传承、凝
心聚力的作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活动设计上，
设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专题报告、
“ 不 忘 初 心 ，筑 梦 新 时
代 ”十九大知识竞赛，
“ 学习十九
大，改革再出发”主题团日，
“五载筑
梦前行 易农在线之约”易班五周年
活动等主题活动；活动涵盖体育、书
画、艺术、摄影、第二课堂等多类别
展演；结合该校“三农”特色的科技、
文化、环保“三下乡”活动、求职模拟
演练，以及缤纷农创生态节、“创意
青春”农业创新创意大赛、“园”
创绿色科技节、宠物嘉年华、环保
服饰大赛等活动，努力营造出积极
向上、清新高雅、健康文明的校园
文化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