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临港六院看病有直达大巴啦

    如今漫步在徐

汇滨江公共空间，
游人?不?会与野

鹭等一些鸟类邂
逅。随着黄浦江沿

岸生态环境的改
善，越来越多的野

生鸟类选择在这里

栖息繁衍，小家伙
们已经渐渐熟悉周

边的人与环境，常
常能与人近距离接

触，也成为滨水空
间人鸟和谐相处的

一道生态风景。
杨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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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左妍）今

早，家住浦东惠南镇的李阿姨坐上

了 7 ? 30 分发车的定制专线大
巴，前往 30公里外的上海市第六

人民医院东院复诊。过去，如果要
去位于临港新片区的这家三甲医

院看病，得换乘两三次。现在，不仅
全程有了舒服的座位，路上?间也

缩短近半。

看一次病交通需4?时

六院东院是临港新片区内唯
一一家三甲综合性医院，不仅服务

临港周边居民，还能辐射 30公里
以外的惠南镇。六院东院每年接待

门急诊就医患者 80 ?万人次，其
中，来自惠南镇患者超过 10%，再

加上陪护的家属等，每年超过 10

万人次惠南镇居民往返六院东院。

但是，来一趟医院公交得换乘 2次

以上，往返耗? 4 小?，就医探视
还是费?费力。

为了解决群众出行问题，六院

东院开展了对惠南镇居民的民意调
研工作，并咨询交通部门专家，最终

在临港管委会的支持下，在浦东建
交委、浦东运管署以及交警部门的

指导下，在临港交通、南汇公交的配
合下，开设惠南镇至六院东院的定

制班线。

今天起，班线正式启用，最早一
班从惠南镇出发为早上 6?，最晚

一班从医院出发为下午 5?。单程
约 55分钟，直达票价为 6元。线路

站点为：南祝路东门大街（东门汽车
站）———沪南公路建中路（老港中心

小学站）———老芦公路丽正路（书院
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站）———六院

东院门诊（六院东院站）。

沿途居民连称方便多了

从“家门口”直达医院门诊，也
为老港镇、书院镇的沿途居民，提供

了更多就医选择。居民盛先生因复

发转移甲状腺癌来医院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就诊，此前经过外院两次手
术，此次来是寻求再次手术的可能

性。经过充分评估讨论，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联合心?外科团队在全

麻下为患者实施了“双侧功能性颈
淋巴结清扫术+?腔镜下肺组织病

损切除术+纵隔淋巴结切除术”。目

前，盛先生已康复出院，只需定期
门诊复查随访。获悉定制班线启

用，盛先生开心地说：“十分感激医
护团队对我的精心救治，我会定期

随访。开通这么一辆专线，以后来复
诊方便多了。”

定制班线的开通缩短了患者
的“就医路”，在节约?间的同?，

还提高了途中舒适度，尤其对身体
不适的患者，有一个能够全程休息

的座位十分必要。院方介绍，未来
将持续推出更多便民惠民举措，为

临港新片区和周边地区居民健康
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 屠瑜）困难群

众将有量身定制的个性化政策包
啦！记者从昨天举行的“社会救助”

主题媒体集中采访活动中获悉，
“社区救助顾问”制度年内将在全

市推行。

社会救助从以往的“困难群
众找政府问政策”升级为“政府、

社会和市场联手为困难群众量身
定制个性化的政策包、纾困方案，

提供相应的资源，帮助困难家庭
造血”。

市民政局在近日下发的《关于

实施“社区救助顾问”工作的指导
意见》指出，“社区救助顾问”要通

过资源链接服务，帮助救助对象链
接生活、就学、就业、医疗等方面的

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通过心理疏
导服务，帮助救助对象建立积极乐

观正面的生活态度；通过能力提升
服务，帮助救助对象及其家庭转变

思想观念，发掘自身潜能，学习谋
生技能，发展生计项目；通过社会

融入服务，消除社会歧视，帮助救
助对象调节家庭和社会关系，重构

社会支持网络。

《意见》强调，“社区救助顾问”
制度必须坚持以“政府+专业机构+

顾问”为服务主体，以“整合+链接+

陪伴”为核心，实现对困难家庭的

陪伴式、长效式、全程式救助帮扶，
实现由生存型救助向发展型救助

转变。

大数据?代的来临，为政府部
门进一步探索“政策找人”的主动

作为提供了可能。上海民政正致力
于民政业务“数据海”项目和基层

社会治理“社区云”平台建设推广。

在社会救助领域，长宁、徐
汇、静安等多区已经先行先试，在

尝试着通过“一网统管”民生大数
据平台，主动发现、主动救助“沉

默的极少数困难群众”。如徐汇区

“一网统管”的精准救助场景，汇
聚了民政、人社、残联、医保等 14

个条线，智能发现困难群众中“沉
默的少数”，并通过系统自动派单

给社区工作者，把救助政策主动送
到居民家中，把救助服务做到百

姓开口之前。

“社区救助顾问”制年内全市推行
通过“一网统管”大数据平台，把救助服务做到百姓开口之前

    昨天举行的“社会救助”主题

媒体集中采访活动中传出消息：

“社区救助顾问” 制度年内将在全

市推行。

近年来，上海在精准救助领域

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长宁区在全
国首创“家庭救助顾问”项目结合

“社区救助顾问精准评估系统”，用
精准、高效、智慧和有温度的救助，

帮助那些特别困难的群体。 现在，

这一制度要推行了。 在我们的身

边，有些困难群体是这个社会中的
“沉默的少数”，他们可能连表达诉

求的条件都不具备。要切实做到弱
有所扶、难有所帮、困有所助、应助

尽助，就要改变过去“人找政策”的
模式，让“政策找人”。

在传统的救助中，有的困难家

庭单从收入一项指标看，还达不到
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但是从身体

状况、居住条件和其他一些情况带

来的心理压力， 他们实际上处在多

重困境中。而申请救助，往往要经过
困难家庭申请、审核、审批等多项程

序，遇到需要跨部门、跨层级、跨街
区协调解决的个案， 还需要通过召

开各级协调会的形式协商解决。 无
数表格不知怎么填，一系列的流程

不知走多久，一些困难群众往往害

怕麻烦中途退出申报。 现在好了，

根据各项指标政策找人，还有“顾

问”全程陪护指导，这项工作实现
了信息交互、数据比对、智能识别

和综合评估，通过线下社区救助顾
问、线上精准救助应用场景的“组

合拳”， 打通了困难群体获取帮扶

资源的“最后一公里”。 其中很重要
的是搭建起了救助资源、 救助需求

对接平台， 实现了社会救助帮困主
体、 社会救助资源以及困难对象三

方的信息互通共享。

上海近几年不少区级政府正
在探索通过“一网统管”民生大数

据平台， 对困难群体进行精准识
别，像今年徐汇区通过“一网统管”

的精准救助场景，依托各部门提供
的大数据， 发现 50多名低保家庭

应届大学生，并提供“家门口”、全

方位的就业服务。

如果说， 在计划经济时期，救

助主要以救灾救济作为主体，而到
了改革开放后采取“补充型”制度

设计，那么今天的救助内容正在通
过创新向陪伴式、长效式、全程式

的救助转变。把救助政策主动送到
居民家中，把救助服务做到百姓开

口之前。 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
导向，让“政策找人”帮到更多人，

编织起有上海城市温度的社区救
助网络。

让“政策找人”帮到更多人
方翔

    三伏天过，热度不减。?针刚

刚指向早上八点，在宝山区吉浦路
615弄小区里，一个穿着绿马甲的

身影，已经忙活开了。这位“绿马
甲”就是宝山区人大代表、宝山区

高境镇逸仙二村第三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寿晔。

发现安全隐患
作为每天上班前的“必修课”，

寿晔都会以逸仙二村第三居民区

七个垃圾箱房为点位，骑着电瓶车
绕小区兜一圈，不?和沿途遇上的

居民聊聊天，听听他们的开心事或
者不开心的事。所有事情当中，有

一件事关“过马路”。
“过马路，曾是让这里居民苦

恼的问题。”寿晔说，作为宝山区第

七、第八届人大代表，自己所在选
区就在逸仙路附近，周边有好几个

小区，有江湾中心小学，还有靠近
殷高西路的地铁站和 2个公交车

站，每天穿行于安汾路逸仙路路口
坐车的人，不在少数。但奇怪的是，

位于安汾路南面的人行横道线几
乎没人走，从北面乱穿马路的现象

却是屡禁不止，为啥呢？是不是人

行横道线的设置不合理？带着这样
的疑问，寿晔走访了不少居民，再

到现场看看。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

跳———相比于走逸仙路南面的人
行道，行人如果直接往北面过马

路，不管是坐地铁还是坐公交，都

会方便很多；可是，直接穿马路，
多危险啊！怎么办？随后，寿晔便

将调研结果整理成“关于增设逸仙

路、逸仙路 1321弄、安汾路四岔路
口东西方向人行横道线”的建议。今
年年初将代表建议提交给区人大

后，寿晔又和宝山公安分局交警支
队再次来到现场，“现场观察半小?

看了看，发现许多行人还是直接穿
马路。显然，增设人行横道线的需求

已然迫在眉睫！”

建议得到落实
今年 5 月 20 日晚上 9 ? 30

分，寿晔的手机上收到居民发来的
一条微信：“横道线在画了！”文字后

面还跟着几张现场施工照片。看到
屏幕上的这句话，寿晔总算放心了。

几个月下来，有了新增斑马
线，居民们再也不用为过马路烦心

了。“当人大代表，居民来找我反映

问题，我不是写下来交上去就可以
了，我要到现场去看，看看是不是

确有其事，想想问题如何推进解
决，以便最大限度满足居民诉

求。”记者的采访还未结束，已经
有几位居民

等在一旁。

这不，穿上
绿马甲，寿

晔代表又和
居民一道出

门走访了。
本报记者

吕倩雯

“绿马甲”为民呼吁
增设斑马线

———记宝山区人大代表寿晔

扫码看代表
如何为民解忧

■ 寿晔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定制班线（惠南镇-?院东院）今启用，单程仅 55?钟

和谐
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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