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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 燕

最近，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门诊部全科医生赵英又红了。她
获得了“上海市十佳医生”荣誉称
号，获奖理由是“像家人一样呵护
患者”。像家人一样呵护患者，如何
做到？赵英的回答朴素至极，“可能
因为我是一名党员的缘故吧。”

党员初心，始终铭记
其实，赵医生的党龄只有 8

年，在全区5万多名党员中，正是
“年少”时。但赵医生却觉得，“党
员合不合格，与党龄无关。群众
对你有需要，再青涩，也要上。”
从事医疗服务行业，赵医生感
到，党员的这种“被需要”的感
觉，尤为强烈。

一开始，赵医生也总结过自
己受欢迎的程度，大抵来自两个
方面。一个，她是上海第一届全
科医学毕业生，当时全奉贤只有
17名，“自然吃香；”另一个，她服
务的片区设在西渡，“这里的居
民对身体健康的关注度更高。”

但后来，随着接触的病人越
来越多，赵医生也越来越觉得，
如果不能做到为病人设身处地着
想，就不是真正的“被需要”，就不
会真正感到工作带来的满足感。她
说：“让每一名患者在我这里都能
得到一丝精神上的愉悦，这就是
我作为党员的‘初心’。”

治病救人，从不赶时间
可以说，赵医生上班时真的

没有休息时间。这个病人刚走，下
一个病人便已坐上诊台。能给每位
病人的只有短短一、二分钟，但赵
医生的就诊时间却并不“着急”。

在为一位“肚子疼”的患者
就诊时，赵医生坚持要看这位患
者现服的药。“不是药吃得多，血

压就一定能降下来。”赵医生反
复提醒她。随后，赵医生细心提
醒她每次少服半颗药，“把药减
下来，肚子自然就不痛了。”在听
一位阿姨总是抱怨自己感冒后，
赵医生鼓励阿姨“多运动，多做
瑜伽。只有运动是没有副作用
的，是真正能促进健康的。”她常
常是一连看几个病人，才喝上一
口水。一位患者这样形容自己的
就诊体验，“就好像雷雨天里突
然投下里的一束阳光。”

作为赵医生的“老朋友”，76
岁的陈辉是这样评价她的，“态
度好，看病细心、热心。”他说，过
去自己习惯到市中心医院去配
药，总觉得“乡下”没有好的医疗
服务环境。“赵医生可谓是刷新
了我的观念。”陈辉说，每次看
病，“她既会问我身体情况，也会
关心我的生活习惯，遇到和健康
理念不符合的，总要多嘴几句。”
陈辉还特别骄傲，“我和赵医生
一样都是党员，想想就开心。”

网上网下，随叫随到
现在，在西渡地区，赵医生

的手机号和微信号都是大家公
开的秘密。“今天开不开诊，有没
有进什么药，健康保健方面需要
注重什么……我们可以直接微
信问，不管多晚，赵医生都会
回。”一位姓唐的阿姨感慨，“希
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党员活跃在
我们生产生活各个方面。”

从医 18 年，对于赵医生来
说，好像从来都不会进入职业

“痒”期。“只要大家需要我，我永
不厌倦自己的岗位。”赵医生说。

来自奉贤来自奉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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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心中的一束阳光
——记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部全科医生赵英

本报讯（记者 周 婧）今年是
上海国际艺术节 20 周年，随着又
一届艺术节的到来，本月“高雅艺
术进奉贤”活动也正式启动，意大
利巴贝特爵士乐团、俄罗斯凯特斯
舞团、黄豆豆舞团等国内外众多知
名艺术团体来到奉贤一展身姿，为
奉贤市民带来多场视听艺术盛宴。

首场演出的意大利巴贝特爵士
乐团（如图）从意大利的特里斯特远
道而来，曾在多个欧洲国家音乐节
中获得奖项，并经常在欧洲著名的
剧院演出，此次为奉贤市民演绎了
极具美国风格的经典爵士音乐，台
下观众掌声不断。俄罗斯凯特斯歌

舞团的爱尔兰踢踏舞、阿拉伯肚皮
舞、华尔兹宫廷舞……活力四射的
舞者们用绚丽夺目的舞姿，为奉贤
市民带来了异域风情。市民们表示，
能够不出国门就欣赏到国外艺术表
演，感到非常欣喜。

从曾经文化辐射力度相对薄弱
的远郊区域，到如今迎来众多名家
名团，奉贤正洋溢起浪漫的艺术氛
围。在意大利爵士乐团的演出中，
热情洋溢的表演者不停鼓励台下观
众，通过鼓掌的节拍与台上表演者
进行互动。台下听众起初还有些放
不开，但当台上响起《甜蜜蜜》的
音乐，观众们也忘记了害羞，台上

台下的歌声融成一片。表演者们演
出结束后表示，奉贤的观众非常
棒。

此次“高雅艺术进奉贤”系列
演出不仅活动精彩纷呈，惠民服务
也是进一步提升质量。票务平台进
行了优化和完善，市民通过“奉贤
文化”公众号推送就可查看不同演
出介绍，索票后通过自助打印即可
凭票入场，相对以往更为方便。

据了解，除了已经上演的意大
利、俄罗斯的艺术团队，上海知名
的黄豆豆舞团“舞星人”也即将在
本月11日登场。

□记者 吴口天/文并摄

“采撷一缕阳光，编织成七彩花
环，同学们中午好，现在是明德新闻联
播时间，我是主持人唐天佑……”每周
二的午会课时间，明德外国语小学的
每个教室里都会准时播放明德新闻联
播，电视机里一男一女两位身着校服
的学生有模有样的向全校学生播报本
周校内的热点新闻。这周，学校的健美
操梦想团队再一次囊获全国健身操舞
大赛总决赛的冠亚军，两位主持人显
然热情满满，“期望在教练员和我们小
小队员们的辛勤汗水下，梦想团队定
会再创佳绩！”

这是属于明德外国语小学自己的
校园电视台，作为义务教育阶段首个
拥有校园电视台的学校，明德外国语
小学的小小电视台在近几年越来越出
类拔萃，2016 年更是荣获了全国百佳
校园电视台。校长胡爱花告诉记者，与
其说一开始创办的最初只是校内的自
娱自乐，到建立电视台至今，慢慢拓展
开设了以社团形式的四大新闻类课
程，再不断向区内、区外辐射，吸引了
许多外区甚至外省学校交流生来校上
一堂新闻课。这个小小电视台，不再仅
仅只是一个校园电视台。

从自娱自乐到不断拓展创新
2014年，在建校第二年，明德外国

语小学的小小电视台诞生了，为了让
孩子们有更好的体验，学校按照SMG
标准配齐了所有新闻配件。胡爱花回
忆，最初建设校园电视台是为了让孩

子们对自己的校园内生活进行拍摄采
访并报道，但是第一批新闻播放之后，
看到孩子对电视台的追捧和兴趣，让
她萌生了许多想法。

在不断摸索中，以社团形式的主
持、编辑、记者、摄影四大课程逐渐
浮出水面，走进课堂和走到课外。不
出所料，这四大课程非常受学生欢
迎，每学期选课的时候都能看到孩子
们提前在电脑前“蹲点”抢课。当
然，如果抢不到课也不要紧，她说，

“我们整个学校，每个学期每个年

级，其实都会相应上到相关课程。譬
如二年级有篇课文叫‘燕子报道’是
以新闻的形式书写的，孩子们在上到
这篇课文的时候，老师就可以把相关
新闻课程融入进课堂中，同时也会让
小朋友们在外面寻找相似的题材进行
新闻报道。”

师资上，学校也投入了大量人力，
目前，电视台一共拥有3位技术课程老
师和1位主持老师。所有的新闻都是靠
学生们自己拍摄、剪辑、采写、主持，通

过老师的课程指导，孩子们对拍摄剪
辑和主持更为得心应手。

在锻炼中孩子们各放异彩
胡爱花经常鼓励孩子们锻炼自己

的观察能力，要拥有一双发现新闻的
眼睛，“其实新闻每天都有，新闻就在
自己的身边。”每当学校有重要事件或
活动，这群小记者们就会及时跟踪拍
摄。唐天佑就是其中一位，别看他笑起
来有些腼腆，其实他已经是小小电视
台的首席主播了。很难想象，他刚入学
那段时日，还是个不爱听话的顽皮学
生。2年级的时候，因为喜爱主持，唐天
佑被特招进了主持班，“在镜头前和现
实中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这几年在
小小电视台的锻炼，让我在读稿、识字
能力、自身能力和临场发挥等等收获
了很多经验。”如今，他也肩负着学校
许多文艺活动的主持重担。作为5年级
的学长，唐天佑还经常指导学弟学妹
们主持的时候如何放平心态，教他们
如何念稿等等。

“每年，我们学校都会有新的全国
故事大王诞生，甚至每个年级都会有
一位故事大王。”大队辅导员姜婷婷说
道，尤其是主持班的近30位小主持人，
在不断的展现自我和锻炼能力过程
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获得过
比赛名次。“不仅仅是四大课程班的孩
子们，甚至是全校的孩子们，只要他们
有意愿，学校都会给他们安排一次“亮
相”的机会。”她说，让更多的孩子有展
现自我的机会，为每个孩子竖起大拇
指是明德的办学理念。

本报讯 （记者 潘丹云）
近日，昆阳路越江大桥进入主
塔塔柱施工阶段。

昆阳路越江及配套道路工
程位于闵行区、奉贤区交界处，
北连闵行区昆阳路，可达中心
城区、虹桥枢纽和浦东机场，南
接奉贤区浦卫公路，可达南桥
新城、金山区及浙江省。工程
全长约3.49公里。昆阳路越江
大桥外观是一座独塔斜拉桥，
整座大桥造型犹如一座小山俯
卧在水系之上，搭配大桥的双
索面又像一面竖琴。昆阳路越
江大桥全长约 1.94 公里，预计
将于2020年基本建成。

昆阳路越江大桥是黄浦江
上第13座大桥，首次出现浦江
越江桥梁的桥面上下错层设
计：上层通行机动车，下层供人
和非机动车通行。在桥头的南
北两侧，预计将安装 16 部电
梯，用于行人和非机动车乘坐
至大桥慢行通道。

昆阳路越江大桥并没有采
用“一跨过江”的形式。去年10
月,70根70米长的主墩钢管桩
沉桩完成施工，主墩在黄浦江正
中央破水而出。

昆阳路越江大桥将成奉贤
市民穿越黄浦江的第 5 条通
道，将有效改善区域通行能力。

昆阳路越江大桥进入主塔施工

众多国际、国内知名艺术团体纷纷来奉演出

高雅艺术走进百姓

搭建舞台 放飞梦想
明德外国语小学电视台让更多孩子得以亮相

（（吴正汉吴正汉//摄摄））

用活政策“指挥棒”推动
高质量发展

（上接1版）切实搬走市场
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
山等“三座大山”，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
高品质生活。

庄木弟指出，制定标准化、
开放性、竞争性政策，核心是提
高办事效率，实现锦上添花、美
美与共，更要解决实际问题，实
现雪中送炭、帮人难处，重点是
做好开放、创新、包容三篇文
章。所谓开放，就是要坚持开放
的鲜明品格，去掉奉贤的物理
边界，让奉贤融入市场和世界，
聚天下英才、天下资源而用之，
让奉贤成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的重要节点、开放型

世界格局的重要节点。所谓创
新，就是要坚持创新的鲜明品
格，以打响“四大品牌”的手势，
走专业化、本土化、国际化的发
展之路，努力做到风气得先、质
量优先、技术领先。所谓包容，
就是要坚持包容的鲜明品格，
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增强人力
资源成本和机会成本意识，为
引进培育优质人才和抢抓重大
发展机遇提供良好环境。

庄木弟强调，制定标准化、
开放性、竞争性政策，重在点上
突破。要坚持把人才作为第一
资源，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进一
步理顺决策权和执行权，形成
更加灵活、更加扁平化的管理
机制，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和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