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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为城市最柔弱的人群托起民生大网
解“一老一小”之困提振民心“微笑曲线”

一个家庭， 一老一小， 两头牵挂； 一个

社会， 养老和托育， 都是民生。

这一年， 一条由 “一老” 和 “一小” 拉

出的微笑曲线， 彰显着上海这座城市的 “温

度” ———

在人口导入大区闵行区， 今年 3 月全新

开办的颛桥常春藤托育园， 让住在附近的年

轻家长喜出望外。 “孩子这么小， 真不敢随

便找个机构托出去。 家门口有了街道参与创

办的托育园， 我们放心！” 一位孩子家长如是

述说心声。

在步入深度老龄化的普陀区， 今年 7 月

起，该区老人只要轻点手机，即可一键预约“护

士上门”服务。 眼下，“互联网+护理”正在包括

普陀区在内的上海 4 个区试点推进，不少家庭

忍不住为“新政”落地点赞，称这是真正化解老

人出门看病难的“民心政策”……

民生连民心， 民心连党心。

难忘去年金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

察时的殷殷嘱托。 这一年， 上海把养老和托

育两张民生 “大网” 织得更细更密。

这一年， 抓好民生保障等重要领域和关

键环节改革， 放大改革综合效应， 深化社会

治理创新， 更加注重在细微处下功夫、 见成

效———上海正在努力书写一份让人民群众满

意度更高的民生答卷。

老有所养
给晚年以最大温暖， 全方

位打造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就在上个月，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

骨科病房里， 三位 100 岁以上老人接连做了

髋关节手术， 手术均告成功， 老人们都乐呵

呵地回家了。

如今， 在上海各大医院， 鲐背之年的老

人动手术已不算稀罕事儿。 除了现代医学技

术的进步， 一个让人感到温暖的现实是： 在

上海， 老年人越来越长寿， 且越来越健康了。

截至去年底 ， 上海户籍老年人口已超

503 万， 市民平均期望寿命达 83.63 岁， 老年

人占户籍总人口比重达 34.4%。

“银发城市” 迅速而至， 给这座城市带

来了全新挑战。 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老

龄化且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 探索建立与

超大城市相匹配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让生

活在上海的老年人 “老有所养 、 老有所医 、

老有所乐”， 成为这座城市持续探索的课题。

家住静安区静安寺街道的沈婆婆， 每天

上午 11 点都会等待 “爱心助老餐” 送上门。

“华东医院的红烧肉最好吃” “今天有丝瓜毛

豆， 时鲜货！” ……沈婆婆和老伴总爱边吃边

评点 。 天气好的时候 ， 老两口会走到社区

“乐龄助餐点” 吃饭。 他们交口称赞的华东医

院， 正是静安寺街道的在地单位， 也是街道

社区提供为老助餐服务的 “主力军”， 每天为

社区老人供应 700 多份午餐和晚餐。 从最初

“帮帮忙” 到每日为老人供餐， 再到如今定点

为静安寺街道 “乐龄坊” 提供专业医疗保障，

华东医院也在经历着老龄化时代医院角色的

转变———将医疗资源带出医院围墙， 服务广

大社区居民。

当前 ， 上海正着力推进

“五位一体” 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 已重点建成集全托、

日托 、 医养结合 、 助餐等多

种功能于一体的 “枢纽型 ”

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180

家 ， 以短期住养照料为主的

长者照护之家也已建成 155 家。

与 “中国式养老国情” ———居家养老一

致， 上海老年人也 “恋家”。 家， 承载着老年

人的记忆与情感， 家庭与社区被认为是 “最

好的养老场景”。 可由此带来的新问题是： 如

何延伸医疗服务的触角， 让医院医疗资源抵

达社区这块 “养老地带”？

为此， 上海所有社区服务中心都承担着

一项特殊的为老健康服务 ： 在辖区范围内 ，

面向 60 岁以上老年患者建立家庭病床。 上海

也因此成为国内首个设立家庭病床地方标准

的城市。

而那些住进养老院的老人们， 生了病又

该怎么办？ 到今年 8 月， 本市各类医疗机构

已实现与全市各养老机构、 社区托养机构签

约 “全覆盖 ”， 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安

排医务人员上门， 为老年患者提供医疗护理

服务。

作为国家确定的 “互联网+护理” 6 个试

点省市之一， 今年 7 月 15 日， 《上海市 “互

联网+护理服务” 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发布，

宣告上海正式开展 “网约护理” 服务。

这项服务今年率先在长宁、 静安、 普陀、

浦东 4 个区试点开展， 重点服务高龄或失能

老年人、 康复期患者和终末期患者等行动不

便的人群、 母婴人群 ， 共选定 11 类 、 42 项

服务项目。

相比全国其他地区， 上海开展的 “互联

网+护理服务 ” 项目较多 ， 并纳入母婴 、 中

医、 康复、 安宁疗护等特色护理项目。 居民

只需一部手机即可完成评估 、 预约 、 出诊 、

结果评价等全流程服务， 原本医疗机构才能

提供的导管维护、 各类注射、 标本采集等护

理服务项目， 依据 “网约护理” 新政， 如今

在家即可完成， 充分展现出医疗护理资源的

下沉潜力。

幼有善育
给幼儿以最柔软呵护 ，不

断加大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

“小毛头”呱呱坠地总会给家庭带来无限

希望，同时也夹杂着“甜蜜的烦恼”，强烈的民

生渴盼期待上海再破新题。 0-3 岁婴幼儿被称

为“社会最柔软的群体”。如何给这一群体更好

的呵护，实现“幼有善育”？

一组数字， 见证着这一年上海在托育服务

领域的“解题”速度。 来自上海市教委的最新统

计，截至今年 9月底，全市可提供托育服务的机

构总计 610家，提供托额 2.7万。其中，来自本市

公办、民办幼儿园的托班、托儿所和早教中心提

供托额约 1.6万个，比 2018年增加近 4000个。

去年 4 月，上海在全国率先出台 3 岁以下

幼儿托育服务工作“1+2”政策文件，明确“政府

引导、家庭为主、多方参与”的总体思路，促进

托育服务健康有序发展。 而后，各托育机构纷

纷在全市各区布局、落地。

不过，由于各区情况不同、存量资源各异，

遇到的困难也不尽相同。 如何因地制宜、精准

施策？围绕托育服务的一系列社会治理创新实

践，在老百姓家门口展开。

一年前，在全市入托率仅 2%的情况下，黄

浦区的入托率已超过 18%，全市第一张营利性

机构“依法开展托育服务告知书”就在这里发

放。 不过，今年早些时候，一份专题调研报告，

让黄浦区相关部门对现有托育服务的一对供

需矛盾有了更精准的判断： 全区 11 家公益性

托育机构分布在 7 个街道，公益性托育服务资

源分布不均，离群众期待尚有距离。 协调各方

力量，向内深挖潜力，黄浦区已着手对三所幼

儿园进行改建、扩建，有的幼儿园硬件“升级”

后已开设托班。 今年底，全区就将实现公益性

托育服务点区内十个街道全覆盖。

市教委托幼处负责人颜慧芬介绍，上海在

不断加大托育服务供给的同时，始终坚持普惠

性为主的导向。 与此同时，上海今年还将进一

步指导和规范托育服务市场。

从“幼有所育”走向“幼有善育”，师资十分

关键。“孩子越小，对老师的专业要求越高。”华

东师范大学闵行永德实验幼儿园园长王桃英

认为，随着“幼托一体化”的建立，为不同年龄

段孩子量身打造课程，客观上对幼儿园托班的

师资提出了更高要求。 于是，她所在的幼儿园

打破固有模式，构建了适合 2-6 岁孩子的全新

课程体系，并在日常教学中收到良好成效。

搭建多种渠道，对年轻的父母开展科学育

儿指导，早教服务搭载着“互联网+”有了新内

涵。 今年 1 月，普陀区“健康早教”微信公众号

平台上线；4 月，区域“健康早教”服务平台正

式开通，目前注册用户逾 1.3 万人。 通过扫码

收看“微视频”，年轻父母就能获得全方位、无

差别、精细化的科学育儿指导。

全国探路
以“排头兵”的使命与担当，

推进更多改革形成“上海经验”

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全

面提升健康上海建设能级 、加快发展与上海

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托幼服务事业 ，可以

说 ，上海今天在基层治理层面的每一次创新

实践 、每一项 “破冰 ”之举 、每一步试水探路 ，

都可能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诚如一些人所言，“一老一小” 总关情，可

要持续提升养老与托育服务的质量，很多事并

不好做，一些改革之路也不好走，更没有先例

可供借鉴和参考。 这其中体现的，正是上海作

为新时代“探路者”“排头兵”的使命与担当、视

野与格局。

“互联网+护理服务”是民众期盼的惠民工

程。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明确提出，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要充分依托互联网技术与手段，逐步

为出院病人、慢病病人和老年病人提供延续护

理、居家护理等。

明年上半年，上海还将在所有区全面推广

“互联网+护理服务”， 通过完善政策、 创新举

措，形成“医院—社区—家庭”护理联动机制。

同时， 上海将继续大力推进家庭病床服务，配

置智慧医疗系统、物联网设备、远程互联网服

务设备等。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把托幼工作作为民生

大事摆上重要位置，上海将按照“幼有善育”的

更高标准，集中更多力量、下更大功夫推进 3

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3 至 6 岁学前教育 、小

学生下午 3 点半后校内课后看护服务，把 3 个

“3”服务提高到新水平。

记者获悉，继去年“1+2”文件颁布以来，市

教委牵头开发了 3 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信息

管理平台。 下一步，上海将进一步完善平台功

能，并逐步将相关数据对接“一网通办”，方便

有需求的家长查询。

“幼有善育 ”还意味着 ，进一步提升儿童

健康服务水平 。 在儿科领域 ，上海将深入推

进儿科医联体有效运行 ，持续增加基层儿科

服务供给 。 最新数据显示 ，复旦大学附属儿

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学

中心的儿科常见病门诊人次

有所下降 ， 周边社区服务中

心的儿科就诊人次出现了上

升，“一降一升”的背后 ，是上

海着力推进儿科 “强基层 ”

的喜人成果。

总书记的嘱托
2018 年 11 月 7 日 ， 习近平总

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 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共建

共治共享， 坚持重心下移、 力量下

沉， 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就

业、 教育、 医疗、 养老等突出问题，

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

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 安

全感。

2019 年 11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

考察调研时指出， 城市治理是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内容。 衣食住行、教育就业、医

疗养老 、文化体育 、生活环境 、社会

秩序等方面都体现着城市管理水平

和服务质量。

以供给侧改革破解“一老一小”民生难题
熊竞

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时刻牵挂的， 是最广

大的人民群众。 总书记去年在上海考察时强

调，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

医疗、养老等突出问题。今年总书记在上海考

察时指出，要推进服务供给精细化，找准服务

群众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对接群众需求实施

服务供给侧改革，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

“一老一小” 是最大的民生， 是每个家

庭都面临的现实问题。 今日上海， “老小旧

远” 是个流行词。 其中， “老” 指的是养老

体系和养老服务， “小” 指的是幼儿托育和

青少年教育。 上海是一座既年老又年轻的城

市： 一方面户籍人口中 60 岁以上老年人已

超三成， 是内地 “最老” 的城市之一， 已进

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另一方面， 随着年轻人

和新上海人来到上海打拼， 以及全面二孩政

策的实施， 上海 “最柔软人群”， 即婴幼儿

的数量也逐渐增长到接近 60 万。 如何让老

人健康积极地安度晚年、 有尊严地老去？ 如

何为高龄老人提供养老服务？ 如何增加公益

性托育机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 。” 一年来 ， 针对 “一老一小 ” 民生难

题， 上海不断织密织牢民生大网， 通过发挥

“螺蛳壳里做道场” 的精细化管理智慧， 推

进民生领域供给侧改革， 引入 “互联网+民

生” 等路径， 大大提升了两大重点人群的民

生保障水平。 例如， “小”， 重点是发展托

育服务 。 大力拓展普惠性托育资源 ， 按照

“幼有善育” 的更高标准把 3 个 “3” 服务提

高到新水平 ， 即做好 3 岁以下幼儿托育服

务、 3 至 6 岁学前教育、 小学生下午 3 点半

后校内课后看护服务； “老”， 重点是加强

养老服务， 试点推出 “家庭照料床位”， 推

出掌上养老顾问， 深化长护险试点等。

民之所盼， 政之所向。 老人和婴幼儿是

最需要帮助和关爱的群体 ， 扭住 “一老一

小” 突出民生难题， 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

办 ， 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 幸福感 、 安全

感， 是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发展思想、 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美好

生活期待的内在要求。

（作者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
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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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社区食堂

深受居民好评。 图为志愿者带领老人体验传统书画。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黄浦五里桥社区托育园内，小朋友在做游戏。

（黄浦五里桥社区托育园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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