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少人对鲁迅文中的 “百草园” 一定印象

颇深。 碧绿的菜畦、 高大的皂荚树、 紫红的桑

葚， 缠绕着的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组建起了一个

乐趣无限的 “百草园”。 身处都市的 “水泥森

林”， 不少人对大自然无限神往。 可是， 上哪

儿找一块绿地， 种上些花花草草愉悦身心？

近来， “四叶草堂” 在浦东新区塘桥街道

的实践案例让人眼前一亮 ， 利用社区用地的

“边角料”， 透过巧思转换， 也能成为一道靓丽

的自然风景线， 在充实居民社区生活之余， 还

能起到科普教育的双重作用。

自然改造家“变废为宝”

位于塘桥街道的蓝东居民区内有一棵生

长了数十年的老松树 ， 这里的居民对它颇有

感情 。 然而 ， 由于长年疏于打理 ， 老松树周

边杂草丛生 ， 甚至不时还会有建筑垃圾混迹

于内 。 一到冬天 ， 这里更是显得荒凉无比 ，

只余下老松树静静地感受凛冽的寒风 ， 极少

有人驻足观赏。

为了满足社区居民越来越强烈的改造愿

望 ， 蓝东居委会特地邀请了自然教育类社会

组织 “四叶草堂 ” 来为这块社区内的 “边角

料 ” 设计改造方案 。 “我们在设计方案中尽

可能保留现有的可利用植物 ， 围绕它们进行

景观升级。” “四叶草堂” 自然导师袁帅告诉

记者 ， 填满了居民们多年记忆的老松树依旧

是这块绿色景观的核心 。 为了便于后期维护

和打理 ， 他们在设计时还特意留出町步 ， 既

能成为人们的行走通道 ， 也是一处上佳的观

景点 。 曾在老松树周边肆意生长的小树也将

被最大限度保留 ， 一些会影响后续种植的草

木则被移植到小区内的其他绿化区域 ， 可谓

是物尽其用。

紧邻老松树的居民楼内有一住户常常把自

己精心培育的盆栽放在窗外。 受此启发， 细心

的设计师设计了一款 “移动漂流台”。 漂流台

的制作材料是社区内的废旧家具， 居民们可以

将自己得意的绿植作品在这里展示。 随着季节

变换 ， “移动漂流台 ” 上的作品也会不断更

迭。 旁边还配有同样是由废旧家具制作的工具

箱， 从除草工具到肥料应有尽有， 方便居民们

对这块绿地进行后期维护。

长在都市居民区里的“药草园”

上海的社区治理这几年做得红红火火， 居

民们对于社区里的绿色景观早已屡见不鲜。 然

而， 若是说起要在居民区里建一个 “药草园”，

或许还是会激起许多人的好奇心。 据介绍， 此

次 “四叶草堂” 要在蓝东居民区试水的， 就是

此前从未尝试过的 “药草园”。 这个概念诞生

之初， 设计团队的想法很简单———既能满足居

民们的种植需求， 还可以让更多人了解中药材

的种植方法。

原来， 蓝东居民区内的居民不少人都有种

植爱好。 此前， 小区居民常常只在家里种一些

观赏性花卉， 极少尝试中草药。 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和对养生类知识的需求越来越大，

学习种植中草药就此被提上日程。

“四叶草堂” 的这一设计可以说完全契合

了居民们的升级版种植需求。 然而， 摆在他们

面前的是一道前所未有的难题。 众所周知， 中

草药的生长条件极为严苛， 许多中草药都需在

海拔数千米以上的高山地区生长三五年方能成

熟。 而要在上海这样的都市种植中草药， 不少

人都会觉得是 “天方夜谭”。 “四叶草堂” 自

然导师袁帅告诉记者， 他们在设计时就充分考

虑到了上海特殊的地理环境， 会因地制宜选择

更适合在上海生长的中草药植物种类。 比如，

包括地黄在内对早晚温差有一定要求的植物就

很适合在上海扎根， 早晚温差大有利于这些中

药草植物进行糖分积累。

倾力打造 “一花园一世界”

想要让梦想中的 “药草园 ” 真正落地 ，

“四叶草堂” 设计团队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土壤

改良问题。 面对如此高密度的一块绿地， 为了

让后续种上的中草药植物顺利生长， 需要一块

营养丰富的土壤。

位于蓝东居民区内的这块土地 “边角料 ”

有着不少小区的通病———由于长期无人维护打

理， 土壤缺少有机质。 不仅如此， 由于土壤长

期裸露在外、 风吹日晒， 其土壤结构还被雨水

拍打得质地坚硬， 十分容易板结， 这就大大增

加了植物扎根的难度系数。 从袁帅的专业判断

来看， 未改良前的这块土壤无论是土壤结构还

是土壤肥力， 都远远不达标。

为了让这块土壤能够达到种植要求 ， 设

计团队还需要经过厚土栽培这一过程 。 在这

一环节中 ， “四叶草堂 ” 团队充分发挥了社

区居民的自治热情 。 他们为小区居民们上了

一堂堂有声有色的科普课 ， 将土壤栽培的知

识点一点一滴输入居民们的种植知识库中 。

袁帅认为 ， “药草园 ” 建成后维护打理的主

力军还是社区居民 ， 因此在前期建设环节就

让他们参与其中 ， 可以更好地培养居民们的

种植热情。

在厚土栽培环节， “四叶草堂” 团队以自

己的方式向自然致敬。 从小区里树木修剪下来

的废料、 冰箱里的果皮、 烂蔬菜叶、 甚至是一

些厨余， 这些统统都成为了 “药草园” 里的珍

贵肥料。 袁帅将其与森林里的肥料作比———茫

茫绿色森林中， 正是落叶、 枯萎的花朵又化成

了培育下一代生长的最佳养料。 “我们想要在

居民区里搭建的正是这样一个完整的生态系

统。” 袁帅说。 未来，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 还

将有微生物、 昆虫等来逐步完善环境， 相辅相

成， 共同成就一个可以自循环、 生机无限的绿

色花园。

“药草园” 的植被计划目前还在讨论中 ，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 设计团队将充分考虑季

节更替 ， 让花园里的景色四季都有看点 。 炎

炎夏日， 正是香草类植物的疯长季节， 薄荷、

罗勒 、 迷迭香和鼠尾草 ， 它们一遇到阳光仿

佛就精力充沛 ， 散发出的浓郁香味让整个花

园都变得迷人起来 。 而等到寒冬 ， 这些香草

类植物渐渐枯萎 ， 就需要种植一些更耐阴喜

冷的植物， 为略显荒凉的冬季增添一丝暖意。

与此同时 ， 设计团队也会把后续维护难度考

虑在内 ， 选择一些易于打理 、 容易存活的中

草药植物。

探索社区治理，浦东有个“塘桥方案”

让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更精准、 更有效

在业内人士眼里， 塘桥街道称得上是社区治理创新

的“黄金区域”。丰富的社区资源、各类政策支持让这里的

社区治理创新始终走在上海前列。 今年 5 月，注册、服务

于塘桥街道的社会组织又迎来一个好消息———塘桥社区

社会组织联合会注册成立。

据了解，塘桥街道现有社会组织 119 家，其中街道业

务主管的有 28 家，注册或服务在塘桥的有 91 家，社会组

织在塘桥的社区治理工作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而

社会组织联合会的成立无疑将大大提升这些原本各自独

立开展服务的社会组织的凝聚力， 从而有效推动社区服

务水平的提升。记者留意到，塘桥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建

立后，率先探索政府购买服务退出机制。 此前，由于种种

原因，政府购买服务如何退出一直是困扰街道、社区的一

大难题。 塘桥的探索经验无疑会为沪上各大社区提供可

借鉴、参考的“塘桥方案”。

据了解，在社区服务项目结束后，塘桥社区社会组织

联合会将会委托第三方开展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

绩效评估，重点对项目实施、资金使用、服务对象满意、社

会效益等情况开展综合性评价， 对评估优秀的社会组织

予以一定政策扶持和资源倾斜。同时，如果承接政府购买

服务的社会组织达不到合同要求、 资金不按合同要求使

用、绩效评价较差，塘桥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也会建立起

“异常名录”和“黑名单”，逐渐淘汰这些服务达不到要求

的社会组织，从而提升整体的社区服务水平。

塘桥街道十分注重居民需求的“提取”，从以往购买

服务围绕职能部门变为围绕社区居民， 充分发挥社会组

织联合会的服务引领作用，通过参与听证会、协调会、评

议会，让居民来“点项目”“提菜单”，积极帮助社会组织获

得政府购买服务信息， 建立购买社会组织供给服务意见

征询机制和自下而上的项目生成机制。同时，塘桥社区社

会组织联合会还通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意见

会、问卷调查等方式，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征集居民需求，

有效调动了居民们的自治活力。

此外，塘桥街道还积极搭建起服务对接平台，建立街

道、居民区、社会组织三方联动对接机制，精心分析居民代

表提出的服务需求，梳理出物业服务、垃圾分类、美丽家

园、心理健康、绿色环保、慈善救助、文化服务等七大类最

受居民欢迎的服务项目。 按照购买服务意向，塘桥街道召

开会议研究确定购买服务项目， 公开向社会组织招投标，

搭建服务需求与供给侧服务项目推介机制，引入东方调解

中心、幸福家庭服务中心、上海四叶草堂青少年自然体验

服务中心等八家社会组织对接服务项目，切实做到需求来

源于居民、项目服务于居民。

塘桥街道党工委书记朱洪明认为， 社会组织联合会

作为基层群众需求与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对接平台， 应

当是静态与动态的结合。 在年初招投标确定购买服务项

目的基础上， 社会组织联合会还长期设置 “共享服务

区”， 打造全年不间断的对接交流平台。 为便于项目实

施过程中供需双方及时对接交流， 塘桥社区社会组织联

合会还梳理并展示 “供需对接流程图” 和社会组织 “服

务清单” “资源清单”。 同时， 让居民充分参与到社会

组织服务绩效评价中， 将评价结果作为次年购买社会组

织服务的重要依据， 推动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 驻

区单位需求对接、 服务对接、 项目对接， 使政府购买服

务项目更精准有效。

■本报记者 王嘉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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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提出认知症友

好化社区理念、第一个提供

认知症的家庭干预支持、第

一个落地“社区认知症家庭

支持中心”模式……对于许

多认知症患者及其家属而

言，塘桥是个友好社区。 六

年前，一家专门围绕认知症

患者提供各类服务的社会

组织———上海尽美长者服

务中心就是在这里顺利诞

生。 自此，认知症患者和家

属们也有了为其提供专业

照料服务的社会机构。

“鸵鸟家庭”

压力巨大

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

心创始人顾春玲就是这样

一位认知症患者的家属。结

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长期

扎根社区的观察， 她发现，

想要在社区开展认知症相

关服务主要面临两大问题。

第一，社区居民对于疾

病本身认知不够全面，就医

路径不通畅。社区居民们对

于该疾病的认知度普遍较

低。有一些老人往往觉得记

忆力下降是正常老化的过

程，从而错过了早期诊断和

干预的时机。从社区层面而

言，目前针对认知症筛查转

诊的标准和路径不够清晰，

从而导致了认知症的就诊

率始终处于低位。

由于认知症疾病的特

殊性 ， 许多家庭都希望居

家或在社区内完成照护工

作 。 然而 ， 这又关系到了

目前认知症开展服务的第二个问题———社区专

业服务的缺位。 正是由于许多社区内缺少专业

的认知症患者照护服务， 从而导致很多家庭独自

面对着巨大的照护压力，久而久之就变成了“鸵

鸟家庭”———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需求说出来 ，

也不愿意告诉周围人自己家中有认知症老人。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下，目前社区层面认知

症的相关数据极度缺乏。 顾春玲所带领的社会组

织刚到塘桥的时候，在一个老人数量达 18000 人

的社区， 仅能够寻到三户家庭有认知症老人，这

与国际上 60 岁以上老人中 5%的发病比例相去

甚远。

“脑健康”档案初步建立

认知症有其特殊性，人们既可以将其看作是

一个医疗问题，同时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养老问

题。 顾春玲认为，破解认知症患者照料难的关键，

就在于医养结合。

在塘桥街道，仁济医院记忆门诊成为了社区

认知症服务的天然优势。 再加上塘桥社区医院、

居家健康服务社等各方力量的支持， 认知症筛

查、 转诊的基础路径在塘桥街道有了落地的可

能。

过去三年里，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通过建

立“认知症关爱联盟”的方式，发挥居家健康服务

社的基层动员力量， 依托社区医院 65 岁以上老

年人的体检入口，由仁济医院神经内科的专业团

队进行筛查标准的制定和培训， 完成了 1600 多

例的认知症初筛工作，并通过绿色通道将初筛阳

性人群转诊到仁济医院的记忆门诊。 通过这样的

系列筛查，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第一次在塘桥

获得了第一手数据，初步建立了居民“脑健康”档

案。

除了医疗板块所拥有的独特资源外，塘桥街

道的为老服务资源十分丰富。 塘桥街道的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与尽美一起探索社区认知症的各种

服务模式。从科普预防、早期筛查的 1.0 模式到认

知症家庭需求评估，居家、机构护理人员认知症

专业服务能力培训的 2.0 模式，最终发展到“社区

认知症家庭支持中心”的 3.0 模式。

与此同时，在硬件设施方面，塘桥街道建立

了浦东第一个专门面向认知症老人的日间照料

中心。 即将开业的长者照护之家中，设立了六张

专门的认知症床位；目前在建的塘桥街道敬老院

也预设了认知症专区，这都为社区认知症照护体

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软件服务方面，尽

美通过对于日托护理人员、 居家上门服务人员、

送餐助餐人员等进行基础培训，培养了一批专业

的服务团队。 此外，尽美还发展了一批包括“卜蜂

莲花”“上海银行”“童涵春堂” 等认知症友好机

构，引导社会力量一同参与社区的认知症服务。

预防、科普送到家门口

2017 年年底，尽美建立了全市第一家“社区

认知症家庭支持中心”，取名“记忆家”。 “记忆家”

以建立健全社区认知症全链条服务模式为目标，

以认知症家庭支持为核心，开展预防科普、 分级

诊疗、早期干预、照料者支持、家庭顾问、友好化

环境建设六大板块的核心服务。

随着 “记忆家” 的成立， 无论是健康老人

还是认知症家庭， 都拥有了一个家门口的认知

症一站式服务平台， 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解决

方案。 社区内的健康老人通过预防科普， 可以

进一步了解认知症的基础知识， 同时拥有了认

知症咨询的专项窗口。 分级诊疗则在社区打通

了一条认知筛查转诊的基础路径， 为老人提供

疾病的就医便利。

对于社区内的认知症家庭， 轻度认知障碍

的老人可以通过早期干预尽可能延缓认知症功

能下降的趋势。 认知症患者家属通过照料者支

持可以更轻松、 高效地完成居家照护。 与此同

时， 认知症家庭还能通过家庭顾问将自身需求

与社区内服务资源有效对接。由此，政府、社区、

家庭各司其职， 共同构建起一个认知症友好的

社会环境。

这个迷你“百草园”，就藏在居民小区里

■本报记者 王嘉旖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图 1 工作人员正在为

社区居民上健康辅导课程。

图 2 志愿者正在与社

区里的老人们一起玩益智

游戏。

图 3 重阳佳节， 社区

为上了年纪的居民提供暖

心健康服务。

图 4 老人们正愉悦地

聆听 “配送上门 ” 的民乐

演奏。

■本报记者 王嘉旖

上海的社区治理

这几年做得红红火

火， 居民们对于社区

里的绿色景观早已屡

见不鲜。 然而， 若是

说起要在居民区里建

一个 “药草园”， 或许

还是会激起许多人的

好奇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