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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护理迎“国赛”，翻身穿衣抠出细节
畅通职业渠道，让传统行业也能产出“大师工匠”

养老护理，听着很烦，实际更难，业内有
这样一句描述：技术难度不亚于发明创新。

协助老人翻身这一动作就有 “多重考
验”。不少老人在中风、跌跤后怕翻身，觉得
“乱动危险”。实操环节，有更多细节讲究。

以偏瘫老人为例， 护理员要指导老人用国
际通用的“鲍巴斯法 ”（Bobath）握手训练 ，

肘关节伸直，肩关节前屈90度，依靠健康一
侧带动患侧完成翻身。其间，护理员要帮助
老人调整各关节姿势， 掌握辅助推力的力
度，也避免让老人形成动力依赖。

今年，养老领域迎来“国赛”———全国
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将于11月举行。昨
天起，2021年上海市养老护理职业技能竞
赛开幕，吸引了近2500名养老护理员参加。

扣好纽扣，还要“拉平衣摆”

从翻身到穿衣， 大赛将种种最贴近真

实照护服务的场景搬入赛场。 这些服务看
似细碎，但就连最简单的穿衣，也能数出多
条标准。譬如，有认知障碍症的老人容易扣
错衣服纽扣， 细心的护理员就要一步步从
头耐心教起。扣到最后，还要“拉平衣摆”，

确保齐平才算完成。 经验老到的护理员还
会在衣服上小心标上记号， 提醒老人哪一
面是正面，避免正反混淆，更容易穿着。

大赛还特地在场景中放了两套衣服，

选择的都是“开衫”。因为，相比于套头衫，

开衫更易穿着， 也不容易在过程中引起老
人反感。比赛时，有些选手随手拿了一件，

就开始劝说老人穿；还有些选手则将两件
衣服都拿来给老人做选择 。评分时 ，后者
拿到了“得分点”。“我们希望能给予老人充
分尊重，让他们自己做选择。”

比拼完成度，更要“抠细节”

今年大赛加入了 “持续改进照护计划
环节”。针对养老服务市场需求多变、服务

多元，养老护理员不能一味躺在自己的“经验
体系”中，还要吸收捕捉新技能点。

大赛中 ，选手们要结合老人现状 、需求
变化，为其个性化定制照护方案。譬如，对于
偏瘫老人的喂饭进食，护理员如果察觉到老
人可以自己完成，就尽量让他慢慢尝试。“即
便老人吃饭很慢 ，花费的时间长 ，但这样的
细微改变能更快提升老人生活质量。”

大赛不仅比拼的是项目模块， 更考验选
手技术水平，特别“抠细节”，关注他们对细节
的把握能力 。“养老护理领域的新知识迭代
快，继续教育的推进十分重要。”上海市养老
服务行业协会会长徐启华表示， 目前正计划
在养老护理领域探索“学分制”，促进整个养
老护理员队伍素质提升。

养老护理员也能产出“大师工匠”

赛场上的“年轻面孔”不少———90后占参
加决赛选手近四分之一。在这个曾经传统的行
当，年轻人正凭借新知识、新技术开始“冒尖”。

95后王程是参赛选手之一。他所在的杨浦
区社会福利院可谓今年大赛选手的 “育苗基
地”，总共输送了3名决赛选手。刚过去的重阳
节，杨福院又因一支活力满满的“轮椅舞”火了
一把。王程入行四年，如今已跻身管理层。这份
事业成了他成就感来源。“即便有些老人不善
言辞，但他们的眼神中传递出对你的肯定。”

王程曾经学习过的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
院为上海养老服务行业“定向”输送人才。他
的同学也陆续成为各家养老机构的种子选
手。放眼全市，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护
理员缺口依然不小。

徐启华认为， 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养
老行业， 就要搭建更科学客观的职业水平评
价和工资薪酬机制。 此次大赛在激励政策上
也有新突破。竞赛中成绩排名前50%的选手，

均可获得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更多金牌护
理员有望获得高级技师职称， 并享受副高待
遇。”徐启华透露，上海正开展相关标准体系
建设，畅通职业渠道，让养老护理这个传统行
业也能产出“大师工匠”。

昔日臭水浜蝶变鸟语花香“小滨江”
“15分钟社区生活圈”赋能城市空间，更好满足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

蒲汇塘河蜿蜒流淌， 作为徐家汇地区
的重要水系，一度滋养着日常烟火。曾几何
时， 它也曾发黑发臭， 是老一辈人口中的
“臭河浜”。如今，经过治理，水体水系及沿
岸生态已面貌一新———水清岸绿、 花草馨
香，摇身变成网红“小滨江”。

昨天，2021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徐汇
展区选址于蒲汇塘滨水开放空间开幕。在
全市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背景下，

蒲汇塘的蝶变成了一种样本。 不仅链接着
艺术文化元素，还嵌入更丰富的功能，满足
市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未来，整个
岸线将腾挪出更多公共空间， 打造一条高
品质的滨水景观和公共活动“秀带”及生活
服务空间，助力社区更加宜居、宜游、宜学、

宜养、宜业。

花鸟市场“高阶晋级”

徐汇主展区毗邻蒲汇塘， 前身是钦青
花卉市场。 漫步8600平方米的多功能城市
公共空间，至今能看到花鸟市场的痕迹：主
入口建筑仍保留着市场旧址的框架结构，

内部进行了功能升级：花房驿站、梦空间、

共建花园、大地艺术田、花房驿站、小竹林、

跨界花园……处处萦绕着鸟语花香。“花鸟
市场，在居民心里有着很深的烙印，但拆除
也是城市更新的必然需求。”田林街道社区
规划师吴茂辉介绍，此前这里河水浑浊、垃
圾漂浮、异味阵阵，花鸟市场内违建遍地，

成为城市更新中的一道坎儿。 由于毗邻蒲
汇塘，花鸟市场一度也成为周边居民“近水

不见水、近水不亲水”的堵点。

经过数年整治，蒲汇塘完成了约1.5公里
河道示范段治理。雨污混接改造、生态修复、

底泥疏浚等措施落地。同时全面拆除蒲汇塘
田林段6米防汛通道内违建3340平方米。

现在的蒲汇塘，引进了自动保洁船，数
十个点位24小时在线监测全线水质。 更让
居民惊喜的是：河对岸的高墙消失了，变成
了敞开通透的围栏；花鸟市场的空地，借由
城市空间艺术季成了一片植物岛屿。

“城市更新的思维和手法直接延伸到
了艺术季 ， 赋予这一空间未来的可延续

性。”吴茂辉说。

生机盎然中，协调了人地关系

“这儿的居民爱极了花。”两位85后总策
展人黄晓晨、潘彦芹的印象中，几乎家家户户
的窗台上都养着花。这也成“花开蒲汇塘”的
灵感：她们将超过200种花搬来了，翠芦莉、玉
簪、荷兰菊……大众的、稀有的，竞相绽放。

这里也吸引了社区规划师刘悦来和四叶
草堂团队前来“开垦”。这是一个从原有硬质
场地中“生长”出来的共建花园———池塘里绿

意盎然，各种昆虫忙着传花授粉，种子接力站
还能让人过把农夫的瘾……俨然一个迷你生
态系统。

刘悦来告诉记者， 他们特意选择了蜜源
植物，种植当天就吸引了很多蜜蜂和蝴蝶，还
特意打造了生态水塘———这是生命象征。“孩
子在这儿第一次看见小鸟喝水。”60岁的奶奶
带着孩子来看，自己也笑得像个孩子。

“生机盎然中，协调了人地关系。更是成
为一种全新介质 ，让居民们参与进来 ，共建
共治共享的意识随绿植一道拔节生长 。”刘
悦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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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一股 “用力过
猛”的冷空气让人猝不及防。昨晨，新一
股冷空气强势“补刀”，上海最低气温仅

14℃， 体感的剧烈变化让不少市民直呼
这是“夏冬季无缝衔接”，“新买的秋装还
没穿就要穿冬装了！”

然而冷空气还在持续“补货”。上海
中心气象台预报， 本周三将有新一波冷
空气来袭。如何避免被强风“吹”病倒？昨
天记者采访时， 沪上不少医学专家发出
提醒：警惕骤冷骤热，尤其是“一老一小”

等疾病易感人群一定要注意保暖。此外，

眼下，正是接种肺炎疫苗、流感疫苗的时
间点，不妨提前预约，做好准备。

气温骤降，高血压不止击
倒老年人

“气温波动起伏， 人体血管骤然收
缩，极易导致血压升高，高血压、心绞痛
的患者多了不少。 还有一部分患者因血
管收缩导致血管斑块破溃， 形成血栓导
致急性心肌梗死。”申城“一夜入深秋”，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胸痛中心就诊患
者明显增加，医生告诉记者，很多老年人
疼痛阈值高，对自己的病情变化不敏感，

又不想麻烦家人，往往容易耽误病情，有
的还差点酿成险情。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老年慢性病，也
是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气
温“过山车”导致血压发生波动，原本已
经控制平稳的血压可能会因为天气渐凉
而再次升高。

还要注意的是，别以为“高血压”是
老年病。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心内科副
主任医师张献玲接诊的患者中， 不乏年
纪尚轻的病人，因突然降温，血压飙升。

“有部分确诊患者用药不规律、自行
停药等， 使得血压始终没有得到平稳控
制。”张献玲提醒，季节交替更要定期测
量血压，确诊患者遵医嘱用药，控制血压
达标且平稳， 才有可能避免血压异常带
来的健康损害。

流感、肺炎进入高发季，
儿科来了一批“小病号”

降温后，医院里的“小病号”多了起
来。“室外温度低、且日夜温差大，冷空气
对病原体保持活力是有利的，加上人的鼻
黏膜受到冷空气刺激，抵抗外界病菌侵袭
的能力就会降低。儿童因呼吸道结构及免
疫发育的特点，更易罹患呼吸道感染。”上
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儿科医生贡玉娇说，秋冬季的季节特点，决定
了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家长要格外警惕儿童流感和肺炎。

很多家长难以区分宝宝患的究竟是普通感冒、流感，还是肺
炎。贡玉娇认为，这些疾病无法截然分开，往往是疾病的不同时
期，“可能早期是感冒或流感， 由于病情进展， 逐渐向下累及气
管、支气管、肺组织，最后成了肺炎。”她表示，若单纯从肺炎本身
来说，其常见症状有发热、咳嗽、喘息，1岁以内的小宝宝病程进
展快，一旦咳嗽，就可及早就医，以免耽误病情。

防患于未然，眼下正是疫苗接种时间点

入秋后，多名医生都谈到，有条件的家庭可选择接种流感疫
苗、肺炎疫苗等，防患于未然。上海市疾控中心发出提醒，对于慢
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儿童、年龄大于65岁的老年人，以及有糖尿
病、血液系统疾病及其他免疫功能低下的疾病人群，均建议接种
肺炎疫苗、流感疫苗。

在嘉定区迎园医院，眼下预防保健门诊人头攒动，每周都有
百余人次前来接种流感疫苗。院长朱宏文告诉记者，今年在传统
疫苗基础上还新引进了冻干鼻喷流感减毒活疫苗， 只需在每个
鼻孔喷0.1毫升便完成接种，适用于3至17周岁人群。

朱宏文提醒，流感疫苗接种半个月后会产生抗体，在流感流
行高峰前1至2个月注射疫苗，能更好发挥预防作用，因此眼下正
是疫苗接种的时间点。 迎园医院在常规接种时段基础上还会根
据预约量增设服务时段，建议社区居民提前预约，早做准备。

“生活即教育”理念给教育提供新启示
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130周年

本报讯 （记者张鹏） 昨天是教育
家陶行知先生诞辰 130 周年纪念日。 他
提倡 “生活即教育” 的教育理念， 强调
“爱满天下” 的教育情怀， 给上海乃至
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
章。 正值 “双减” 政策落地， 学校如何
从道德、 学习、 生活等各个方面悉心教
育和辅导学生，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
依旧有新启示。

90 年前 ， 宝山迎来一位风尘仆仆
的教育探索者。 他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
哲人的思考 、 辛勤的汗滴和闪光的足
迹， 为中国教育点燃了一把火炬。 他，

就是陶行知。 昨天， 由上海行知教育促
进会理事长 、 陶行知曾孙陶侃编著的
《我的曾祖父陶行知先生》 首发并赠送
基层， 该书以 80 后的视角为读者展现
陶行知的风采， 解读陶行知的历史贡献
和价值。

立志于安徽、 发展于南京晓庄、 成
熟于上海山海工学团、 推广于浙江乡村
师范，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始终扎根
于长三角的广阔大地。 昨天， 长三角青
年陶行知教育研究联盟宣告成立， 并在
沪发表 “宝山宣言”， 希望广大青年教
师继承发扬陶行知倡导的 “捧着一颗心
来， 不带半根草去” 的精神， 全面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坐落于行知路 180 号的上海行知实
验中学校园内的行知育才旧院 ， 70 年
前是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诸位先生居

住工作的院落 ， 今后将成为 “学陶师
陶” 的重要基地。 昨天， 由行知实验中
学策划的 “玉兰花开” 主题展览在此揭
幕， 还原当年育才学校的教导处、 艺术
教室及教师宿舍， 回顾陶行知伟大的一
生以及育才学校为国育英才的历史。

人民教育家于漪说： “陶行知先生
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有三点对我来讲
是终身受益的。 第一， 他的那种为国为
民、 舍己为公的精神， 他的爱国魂对我
影响很深 。 第二 ， 他讲 ‘爱满天下 ’，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教育是没有选择性

的， 每个孩子都是国家的宝贝， 这对我
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师德的锤炼， 是一种
感情的进化。 第三， 陶先生所有的伟大
教育实践几乎都是原创的， 不是照抄照
搬国外的教育经验， 他的许许多多做法，

那种创造的智慧， 仍是我们今天投身教
育改革的源泉。”

作为陶行知的 “第二故乡”， 宝山
区积极打造 “陶行知教育创新发展区”，

已成为惠及广大中小学生的重要实事项
目 。 宝山区教育局局长张治说 : “宝山
已被确定为全国首批人工智能助推教师
队伍建设试点区和上海市教育数字化转
型实验示范区， 在此过程中我们将力争
实现陶行知教育创新发展新突破， 将宝
山的 ‘学陶师陶’ 推向新的高度， 全力
以赴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当天 ， 教育部副部长翁铁慧出席
活动。

上线一年，“上海停车”App如何缓解“停车难”
覆盖全市4500多个公共停车场（库）、95万个公共泊位，累计用户达120多万

“开车去医院看病，却堵在停车场门
口进不去”“小区车位不够用， 下班晚了
就要发愁停在哪”“外出购物， 有时要停
到离商场很远的地方，不方便”……

如何缓解停车难？上海尝试用数字化
手段来 “破题”。 去年10月，“上海停车”

App上线试运行。一年来，“上海停车”App

已覆盖全市4500多个公共停车场（库）、95

万个公共泊位；实现全部1200多个收费道
路停车场以及1500个经营性停车场 （库）

“统一支付”功能接入；累计用户达120多
万，其中51%以上用户绑定车牌。

“上海停车”App具有停车导航、停
车换乘、枢纽停车、错峰共享、停车缴费、

停车预约、停车充电、服务公告8个服务
模块，其中核心功能是停车预约服务。

为缓解三甲医院“停车难”，今年以
来，新华医院、瑞金医院的停车预约服务
率先上线，大受市民欢迎，每日预约泊位
供不应求。

打开 “上海停车 ”App或微信小程
序，在“医院停车预约”菜单选择前往就

医的医院，就可以实现车位预约。就诊时
出示“预约二维码”扫码，确认后即可入
场，并驶入指定区域停放。

数据显示 ，“上海停车 ”App已上线
的10家医院停车预约服务中， 每日履约
率达95%以上。未来，还将逐步在全市重
点医院推广， 并根据各家医院特征制定
差异化规则，尽可能提高车位周转率。

和医院不同， 老旧小区停车位紧张
问题主要集中在夜间。对此，“上海停车”

App针对性地推出 “错峰共享” 服务功
能，利用商业场（库）停车潮汐性特征，将

夜间的空余泊位提供给周边小区居民。

“以后再不担心回家晚没车位了！”日
前，延安中学停车场内新辟了一处“错峰
共享”停车点位，以供周边小区的居民停
车，缓解小区停车难。目前，该共享停车点
规划116个对外运营车位， 其中40个给周
边小区居民使用———居民每月支付430

元，便可在工作日的17时到次日8时，以及
双休日和节假日全天把车辆停放于此。

未来 ，“上海停车 ”App还将推出一
批智慧停车场（库），为市民出行提供更
加便捷的停车服务。

把“简单”的工作做出了不简单的成绩
（上接第二版）仔细一听，原来他们是从
一部热门电影切入， 谈起了其中体现的
外国金融司法特点。

这是上海金融法院“译研社”组织的
一场日常讨论活动。“译研社” 汇聚了金
融法院43名有志青年，秉承“本土问题，

全球视角”的宗旨，分析研究域外金融司
法新案例， 翻译传介我国金融审判新进
展，致力于打造一个前沿、开放、比较的
金融审判实务交流平台。

担任“译研社”社长的正是徐玮。她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复旦大学法
学硕士、 英国牛津大学法律与金融专业
理学硕士， 曾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交
换学习。在她看来，金融风险犹如蝴蝶效
应，会在各国市场之间传导放大。要防范
金融风险，需要有国际视野。

翻译英文版管辖规定、诉讼指南，更
新英文版门户网站新闻，参与“庭审智能
传译系统”的开发，编写涉外、涉港澳台
金融纠纷典型案例……在徐玮的组织

下，三年来，“译研社”翻译作品40余篇，

被国内外知名期刊刊载。 翻译校对上海
金融法院案例、新闻稿件等百余篇。

2019年10月， 英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霍奇勋爵一行参访上海金融法院。 英格
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前法官威廉·布莱
尔爵士说，他通过上海金融法院的网站，

更好地了解了中国金融司法实践。罗宾·
诺尔斯法官代表伦敦金融法庭主动提出
与上海金融法院相互交换、 共同发布重
要金融案件判决的合作建议。

曾有人感到不解，以徐玮的履历，如
果去律所或者企业，不是能赚更多钱吗？

对此，徐玮说，自己对法官这个神圣的职
业充满向往。

“本科时，我去上海二中院旁听一场
劳动纠纷的庭审。庭审结束后，书记员和
当事人都走了，法庭的灯也暗了，黑漆漆
的法庭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悄悄走上审判
席，轻轻地敲了一下放在桌上的法槌。”

十多年过去了，初心不改。

■本报记者 王宛艺

■本报记者 张晓鸣

■本报记者 李晨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