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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上海旅游节明天开幕

浦东十五项活动满足市民旅游期待
本报讯 （记者 王延）2018 年上海旅
游节明天就将开幕了，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开幕也近在眼前，浦东新区昨天率
先公布了为两个盛会特别准备的十五项
系列活动和十条微游线路，旨在让所有市
民和游客感受上海美丽、开放、包容、文明
的卓越全球城市形象。

老节目新活动全程精彩
据介绍，今年浦东参加上海旅游节系
列活动的内容分为两块：一是纳入上海市
旅游节活动项目，二是新区举办的上海旅
游节浦东系列活动。具体而言可以总结为
“惠”
在浦东、
“聚”
在浦东、
“秀”
在浦东。
“惠”在浦东是指旅游节期间，浦东
5A、4A、3A 等 20 家约占全市三分之一的景
点将参加市旅游局组织的景点半价优惠
活动，让旅游节的举办真正惠及国内外游
客。
“ 聚”在浦东是指更多有影响力、聚人
气的活动将在浦东举办：
“ 奇跑迪士尼”
“东方明珠喜剧节”
“滴水湖大铁耐力运动
嘉年华”
“河马生活节”都将提高浦东旅游
系列的吸引力。
“秀”在浦东则是浦东企业
结合自身特点，将会在旅游节期间呈现各
种丰富精彩的“文化秀”
“ 主题秀”
“ 互动
秀”。
这些活动里，
既有像上海浦东假日酒店
“浦东慕尼黑啤酒节”
这样举办到20届、
让人
耳熟能详的保留节目，也有像“奇跑迪士
尼”
、上海野生动物园
“探寻神秘之旅”这样
的新生力量。2018 上海旅游节闭幕活动 10
月 6 日仍将在浦东举行，
首次落户上海国际
旅游度假区迪士尼小镇。其间还有闭幕音
乐会、
表演队伍和花车评比大奖赛颁奖。
浦东新区商务委副主任董晓玲表

近日，2018 上海旅游节 25 辆参与巡游的花车首次集结完毕。

示，为营造节日氛围、满足国内外大众节
日休闲旅游的旺盛需求，浦东新区将在
上海旅游节期间组织举办系列节庆活
动，以便民、利民、惠民为宗旨，满足市民
对浦东旅游的期待。

微线路新主题感受上海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是上海迎接首届
中国进口博览会冲刺备战阶段。浦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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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商务委为此推出了微游浦东十大精品
线路，旨在让来到上海的商旅游客感受到
“ 建 筑 可 阅 读 、街 道 可 漫 步 、城 市 有 温
度”。
“一直以来，浦东的酒店八成都是商
旅游客，这次进博会同样也会吸引到大批
的商旅游客，所以我们就想借机推出这么
一些微游线路，既能够适合他们时间碎片
化的特点，也希望他们来到这里能够感受
到浦东开发开放的标志性成果。”新区商

务委旅游会展处副调研员肖盈表示。
微游浦东十大精品线路包括：
“ 遇见·
从静谧悠然到繁华深处”
“建筑·空间与文
创”
“ 遛娃·明珠‘环’游记”
“ 生机·世外桃
源”
“ 解锁·博物馆奇妙日”
“ 心动·与奇妙
相约”
“ 穿越·似水流年（浦东+黄浦）”
“变
迁·秘境中的日新月异（浦东+杨浦）”
“感
悟·天空之境（浦东+徐汇）”
“高度·爬楼族
的俯瞰（浦东+虹口）”
。
负责线路设计的上海航空假期旅行

从
“过江”看病到家门口也有大医院
——塘桥街道医疗健康服务体系的变化

■本报记者 赵天予
“以前浦东没有大医院，得了大
病只能去浦西，现在家门口就有三甲
医院，社区里也有很不错的健康服
务。”最近，塘桥街道居民殷世德来到
居民区“家门口”服务站，准备参加定
期举行的居家健康巡回讲座。
从私人诊所到联合诊所，再到地
段医院、家门口的三甲医院……改革
开放 40 年来，塘桥居民寻医问药的路
途越来越短。如今，小病可以在小区
里的卫生服务站解决，急病重病车程
十分钟就能抵达三甲医院，专业社会
组织还能够提供社区日常健康管理，
一套完整的居民医疗健康体系，护佑
着所有塘桥人。
这也正是浦东开发开放28年来的
一个缩影。随着新区各街镇城市生活
配套设施逐步完备，生活百事均能在
家门口解决，老一辈人记忆中花费数
个小时过江就医的状况，
成为了历史。

革。65 年来，老殷一直生活、工作在
塘桥，如今他和家人居住在塘东居民
区，已经整整 30 年了。
谈到看病这一话题，老殷不假思
索地说了一个词：
“红房子”。他所说
的红房子并非诞生了无数上海宝宝
的红房子妇产科医院，而是 1956 年成
立的塘桥第八联合诊所。老殷说，联
合诊所位于徐家弄 16 号，在现在的塘
二小区内。
“ 那栋房子外墙是红砖造
的，所以我们都叫它‘红房子’
。”
“红房子”也是塘桥地段医院的
前身，在医疗水平上较之前的私人诊
所有了显著提升，但遇到大手术或是
孕妇生产时，还是要前往浦西的第二
人民医院。
“ 按照当时的规定，
‘ 红房
子’看不了的病，会转诊到对口的大
医院，塘桥对口的就是第二人民医
院，虽然当时的浦东中心医院更近，
但是我们不能去看。”
雪上加霜的是，当时过江交通只
能依靠轮渡，而塘桥附近的渡口均没
有“车渡”功能。遇到突发疾病，救护
车送医必须绕道至南码头地区，从那
边过江，难免会延误病情。

大医院相继进驻塘桥

“红房子”
是一代人的回忆

在众多浦东人的等待与期盼中，
1999 年 10 月，浦东第一家综合性三
甲医院——仁济医院东院正式落户
“我今年 65 岁，是一个土生土长
的塘桥人，小时候这里叫作塘桥镇， 塘桥。此前，在 1998 年 6 月，上海儿
童医学中心也已经在塘桥开张。可
那时候也没有正规医院，生病了就去
私人诊所。”殷世德回忆起了这些年
以说在一夜之间，塘桥人身边也有了
来，塘桥地区医疗健康方面发生的变 “大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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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殷对此记忆犹新：
“那段时间，
从塘桥到整个浦东，医疗机构大幅度
增加，生孩子有一妇婴；小孩生病了，
家门口就是儿童医学中心；大病重病
可以去仁济东院……几年里医疗机
构的发展，比之前几十年都要多、都
要好。”
在大型医院进驻塘桥的同时，塘
桥街道也在不断提升社区医疗卫生
服务水平。去年，塘桥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接待门诊急诊超过 33 万人次，它
通过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得到塘桥居
民的广泛认可。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其中秘诀在于紧扣全科医生、优
化服务水平，发展稳定的医患关系。
中心通过家庭医生、长处方、延伸处
方等服务措施，让塘桥居民享受便捷
又专业的治疗。
自己或家人遇到感冒发烧，老殷
的首选便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什
么？他谈到了一个细节：儿童医学中
心开张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科逐
渐萎缩，儿科患者都往大医院跑。但
前几年，儿童医学中心在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开设了专科工作室，有效提升
了社区医疗健康水平。如今，塘桥居
民生病后不再盲目去大医院“抢号”，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能花费较少
的时间，
获得周到的医疗卫生服务。

小区里的健康养老
而在居民区层面，塘桥街道也在
挖掘社会资源，构建以居民健康需求
为导向的社区特色健康服务。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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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世德参与的居家健康巡回讲座就
是其中的一个项目，由第三方社会组
织——塘桥居家健康服务社举办。
服务社负责人顾春英原本是第
二军医大学流行病学教研室副主任、
副教授，从事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的
教学、科研多年。退休后，她被聘为
居家健康服务社的专职人员，负责社
区健康促进和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
管理和实施。
“除了居家健康巡回讲座，我们
还有慢性病健康自我管理小组、社区
健康管理信息平台等项目，帮助居民
管理好自己的身体与健康，并对慢性
病提供全周期的服务。”顾春英说。
相较于原本每个居民区自主举
办的健康讲座，居家健康巡回讲座项
目将塘桥街道全部23个居民区划分为
7 个片区，以片区为单位开展健康讲
座，
邀请到的专家也更加
“大牌”
。同时
通过社区健康管理信息平台收集到的
居民健康
“大数据”
，
进行分析研判，
能
够让讲座内容更加符合居民需求。
“我们在每个居委配置了一台健
康检测仪，培养健康志愿者，每周定
期利用检测仪，为居民测量血压、血
糖、血氧饱和度等指标，这些数据会
通过网络输送到健康管理信息平台，
作为分析研判的根据。”顾春英说，检
测出的异常指标，会同步发送至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生平台，签约
全科医生会及时介入。
“老有所医、老有所乐，家庭和
睦、颐养天年，这样的美好生活，我们
希望能长长久久。”老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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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 此次推出的
每一条微游线路都会有一个主题，需要花
费的时间从半天到一天不等。其中有五
条线路还实现了跨区域的融合，覆盖浦江
两岸优美景点，
形成互动串联。”
这些微游线路将在线上渠道以及浦
东游客服务中心等线下全面铺开，方便游
客查阅。浦东下一步还将继续发布亲子
旅游、工业旅游以及休闲度假等微游线
路，
满足更多游客的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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