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后店主宋小林历经两年打造空中花园

老场坊屋顶变身“多肉王国”
本报讯（记者 王文川）春天未到，春意

已经盎然。日前，在1933老场坊，不少游客
被一片“多肉王国”吸引了眼球。这片近
600平方米的“多肉王国”中，共栽种了 200
多个品种的多肉植物和500多种花卉，而这
整片美景都是由一位爱好多肉的年轻店主
打造的。绚丽多彩的空间，让来往过客仿佛
置身春天。

循着楼梯走上屋顶，一大片颜色艳丽的
多肉植物顿时映入眼帘。小巧可爱的叶肉
生长在石头底座上，一旁还点缀了各种小饰
品，尤为惹人怜爱。由于没有花盆的束缚，
客人可以近距离地观赏，大家纷纷拿出手
机，为萌萌的植物留下“倩影”。

“多肉王国”的主人宋小林是一位生活
馆店主，热爱植物的他开店之初，便意欲打
造一片绿色天地，为此投入了大量的心血。
栽培前，宋小林花费了大半年时间设计景
观。而花园建设初期，正逢上海近年来最冷
的冬天，首批栽培的植物大部分都没能熬过
来，让宋小林心痛不已。宋小林又花了一年
时间，重新种植、积极养护。如今，“多肉王
国”已经初具雏形。而在这片天地里，还有
许多有“经历”的花草，如一棵五十年的枸杞
树，是宋小林路过正在拆迁的房屋时，从即
将被夷平的土里“拯救”出来的；花园里三株
洁白美丽的雪柳，是他独自驾车前往浙江的
苗圃中选购而来。此外，一些植物是由家庭
认养的，孩子们的祝福话语，让花园增添了
一份温馨。

养护绿植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除了店主
宋小林，园丁宋师傅也是“功臣”之一。“我每
天早上五点就要到这儿来，看到花花草草长
得很好，心才会定下来。”生活馆的园丁冯师
傅告诉记者。每天，他都早早来到屋顶上，
为花草修剪养护，两年多来风雨无阻。作为
一名园丁，冯师傅热爱着这片花园。他告诉
记者，自己对花花草草是有感情的，看着自
己养护的植物逐渐长大，心里乐滋滋的。

宋小林表示，他希望这个花园能够成为
一个平台，让更多爱好花草植物的市民们能
够在此交流和欣赏。 袁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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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天使帮助万千患儿重获健康
——记2017年市“三八红旗集体”江湾医院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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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人文节目忽然火了。除了
《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以外，由黑龙江
卫视推出的一档综艺节目《见字如面》也

“安安静静”地收获了网友的千万点击率，
并在知名网络社交平台获得了 9.2分的好
评。

能够在纷杂的综艺节目中独树一帜，
《见字如面》一方面依赖别出心裁的节目形
式唤起人们对书信的怀念，另一方面则是
百封信件中所蕴含的世事百态生动感人。

《见字如面》的节目形式十分简单，一
位演员、一张讲台、一封信，每当一封信被
读完，主持人与两位学者嘉宾会做一二点
评。一场节目一般要念上四五封信，而这
些信都是由节目组工作人员耗费一年时
间，从各大博物馆、档案馆、大学图书馆、私
人收藏家手里精选而来。

诚然，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写信的方
式正在逐步消亡。现在，大家爱发文字消
息，有时干脆以语音替代文字。相比以往
纸短言长、每字每句都凝结着最珍重的感
情的信件，如今的表达显得松懈了不少。

《见字如面》唤起了人们对书信的怀念，对
过往慢时光的追忆，所以尽管整台节目既
没有搞笑毒舌、也没有卖萌作怪，但就是缓
慢而简约的画风，迎合了观众的怀旧胃口，
使之得以在众多感官型娱乐综艺节目中脱
颖而出。

除了唤起了人们的怀旧情结，书信内容更是点睛。第
一期节目中有一封信，是当时59岁的画家黄永玉写给73岁
的剧协主席曹禺的。黄永玉写道：“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
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
玉，你为势位所误！”这是一位晚辈对于前辈的直言不讳。
第二期节目中，北洋水师经远舰驾驶二副陈京莹向父亲留
下绝笔：“素受爵禄，莫能退避，惟备死而已。”这是一位年青
军人的职业精神。这些信件让人难免对比当下——文艺作
品的评价大多四平八稳，八面玲珑，甚至作品未出已经铺天
盖地的吹捧之词；“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的职场精
神，也并不是人人摆在心中。

书信穿越历史，历史折射人情。《见字如面》反映的价值
截面，是画家对艺术的热情与真诚、是绝望的慈父对病儿的
爱、是骁勇的战士对家人的温情……它肯定人性和人的价
值，关怀人的精神生活；它为观众打造了一个私密时空，让
每一个观看者能够参照历史，思考
当下应该珍惜什么。

如今，《见字如面》火了，说明
大众有了更多的精神文化需求。
希望这样的人文节目越来越多，即
使鱼传尺素不再流行，人情温暖也
依然在涌动。

广中路街道“惠心苑”：

四年关爱失独家庭不“下线”

■本报记者 黄友晟

儿科是医院里容易滋生纠纷的科室，更
要求医护人员细心耐心。江湾医院儿科门

诊、急诊、病房自 1953年建院以来，从未一
天停止帮助患儿的步伐。其背后，是一支24
名医护人员团队的付出。今年，他们的努力
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肯定，江湾医院儿科荣
获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看诊期间不敢喝水

江湾医院儿科，每年接收患儿63000人
次左右，13名医生拆分为门诊、急诊、病房
三大块，忙，已经是一种常态。

陈宇，江湾医院儿科主任，接受采访期
间，她没有喝过一次面前的水。她说，这是
坐了几十年门诊养成的习惯。在江湾医院，
每位儿科门诊医生平均每天最少看诊90名
患儿，高峰期更是过百。陈宇记得，有一次，
她和同事对坐看诊一上午，提示器上还是显
示着“当前等待患者 60 人”。为了节省时
间，陈宇不喝水，实在渴得不行时，就用嘴抿
一点点，“去一次厕所，回来又得积压五六
个。”陈宇说。

人们常说，儿科医生难当。与内、外、妇
科比起来，儿科到底难在什么地方？陈宇
说，就拿患儿用药来说，必须按体重计算，即
使是同一年龄，体重不同，药量“天差地别”，
每次开处方，陈宇都得精确计算。“不像成
人，一片、一管都有定量标准。”陈宇说，有的

药需要饭前空腹送服、有的要放一勺牛奶送
服、有的不能见光……每次问诊，几乎有近
一半的时间要花在反复叮嘱家属身上。此
外，患儿年龄小，常常不能清楚表达病情，也
不适合进行仪器检查。痊愈的关键，就在于
医生医疗水平的高低。

陈宇说，自从当儿科医生以来，她脑子
里的神经“就一直紧绷着”。

24股“力量”创下诸多抢救奇迹

在江湾医院儿科，这样有工作责任心的
不只是陈宇。11名护士，每天要负责门诊、
急诊、普通病房的护理工作。护士长马登华
练就了一身端着托盘快跑的技能，“忙的时
候，按铃声此起彼伏，只能跑快点儿。”马登
华的无奈也来自于人手的紧缺，31张病床只
有 11名护士，根据每张病床需配备 0.6名护
士的标准，护士人数缺口最少也有7名。

然而，虽然只有 24人，儿科却创下了诸
多抢救奇迹。

陈宇记得，曾有一名流鼻血不止的患儿
被紧急送往儿科急诊。患儿当时全身出现
紫红色淤点，并伴有发热，血小板急速下降，
这是小儿特发性重度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
典型症状，如果不及时止血，将有可能引发
颅内出血导致死亡。

按照抢救流程，儿科紧急联系内科进行
骨髓穿刺，确诊病因后，调来血小板为患儿
输血。患儿的出血症状渐渐停止，一条 4岁
的小生命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

在儿科医护人员的合作下，川崎病（小
儿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蚕豆病”（急性
溶血性贫血），这些受到疑难病痛折磨的患
儿迎来了健康成长的未来。

然而，医护人员们想的最多的还是“怎
么让孩子少生病、少去医院”。儿科根据江
湾医院收治患儿病症的统计，对多发性病
症的诊疗进行了临床实验。他们发现，针
对儿童常见尘螨过敏，如果通过注射尘螨
制剂，使患儿产生耐受体质，将能彻底根治
过敏性疾病。此外，针对早产儿常见的呼
吸间停，如果在新生儿时期就进行干预，将
肺表面活性物质通过插管注入早产儿肺
部，那么可以大大降低新生儿呼吸窘迫、肺
炎等并发症的发生。目
前，已有 12 名新生儿得
到成功治疗。

当家长抱着病愈的
孩子出院时，能够听到家
长的一声“谢谢”，这是医
护 人 员 们 最 欣 慰 的 时
候。

本区推进新型无线城市建设
本报讯（记者 孙洁静）3月 16日，本区召开新型无线

城市建设推进会。副区长袁泉出席。
会上，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信

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本区合作企业分别对物联专网建
设规划等内容作了介绍。多个以智慧社区、智能消防、智
慧园区为主体的应用案例也让与会人员了解到新型无线
城市建设的魅力。

据悉，今年1月，本区与市经信委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
为上海市新型无线城市试点区。据悉，为进一步推动虹口
建成新型无线城市示范区，今年，区科委将围绕公用移动信
号覆盖优化、物联专网建设、宽带千兆接入网建设、城市管
理精准工程、智能物联养老工程、物联应用创新中心等10项
工作，着力把虹口打造成强政、惠民、兴业的品质城区。

本报讯（记者 耿小彦）3月 16日，区重大工程推进暨
安全生产动员大会在区机关大楼会议室举行。市重大办副
主任赵德和，副区长、区重大工程建设推进领导小组组长周
嵘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区建管委、区重大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虹口区
2017年重大工程项目计划安排。区安监局、区安委办有关
负责人通报了2016年安全生产形势，并对2017年安全生产
工作提出要求。区发改委、中虹集团、上海五建分别代表审
批部门、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作了交流发言。

赵德和充分肯定了虹口区在 2016年市重大工程建设
中取得的成绩。他希望虹口按照市政府的目标和要求不折
不扣完成今年的任务，充分发挥立功竞赛示范引领作用，持
续推进安全质量、文明施工、科技创新等工作。

周嵘指出，今年重大工程建设要做好四个方面。一是
把握过去五年的良好基础，珍惜发展机遇。二是聚焦区委
区政府的重点工作，确保落实见效。三是加强部门之间的
协同合作，强化主体意识。四是强化责任意识，守住安全
底线。

2017年区重大工程推进会举行

有这样一群父母，他们的年龄都已60开外，在原本
应儿孙绕膝的年岁，却因子女意外早逝陷入常人无法体
会的痛苦中。他们被称为“失独者”，一个需要得到关注
和关爱的特殊群体。

■本报记者 孙洁静

“活出个样子给自己看，千难万险脚下踩，啥也难不倒咱
……”日前，在广中路街道“惠心苑”新春主题活动中，一首由
失独家庭代表演唱的《活出个样子给自己看》撼动人心。

在悠扬的歌曲声中，7户参演家庭的照片逐一出现在舞
台两边的电视屏幕上。这些照片，是他们今年春节在千岛湖
游玩时留下的纪念。“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开心地过春节
了。”失独母亲张阿姨说，自从女儿去世，她和丈夫就不再过
春节。“是‘惠心苑’让我从生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回忆起 2007年的那场车祸，张阿姨还是会钻心地痛。
“女儿那么年轻就走了，我想不通。”就是这样一句想不通，让
张阿姨自我封闭了整整5年。直到2012年她因结肠癌晚期
被拒治疗，是丈夫一遍又一遍地跪求医生救人，才重新唤起
了她对生的渴望。

那之后，因癌细胞转移，张阿姨又先后多次接受化疗。
“化疗过程很痛苦，但我都挺过来了。就是对女儿的早逝，始
终走不出来。”张阿姨说着，两行泪水夺眶而出。

就在夫妻俩最需要安慰和体恤的时候，社区失独家庭志
愿者林长春走进了他们的生活。“林老师一直很关心我们。
她鼓励我把那么多年压抑在心中的痛苦说出来，发泄出来。
我照着做了，心态也慢慢调整了过来。”对于林长春对自己的
帮助，张阿姨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去年3月，受林长春邀请，张阿姨和丈夫参加了“惠心苑”
沙龙组织的踏青活动。这是10年来，他们第一次走出家门参
加这样的活动。那天，同伴的歌声、笑声，关切的问候以及充满
正能量的鼓励，让张阿姨感受到了许久未曾有过的温暖。她悄
悄地对林长春说：“林老师，让我们也加入‘惠心苑’吧！”于是，
才有了如今眼前这个精神焕发、生活态度积极的张阿姨。

“惠心苑”负责人孙苑芳告诉记者，广中社区现有失独家
庭 124户。2013年至今，社区已建立起由心理咨询师、热心
人士、居委计生干部组成的 30余人的志愿者队伍，以“一对
一、多对一、同伴结对”等方式，引导他们走出生活的阴影。

周阿姨的儿子前些年因患病死亡。从那以后，她就觉得
活着没意思，整天以泪洗面，不收拾屋子，自己更是邋遢无
比。了解到周阿姨的情况后，居委计生干部上门看望她，可
没想到第一次的探望竟是在周阿姨的哭声中开始和结束
的。“通过与她的接触，我们了解到她其实也非常想要改变现
状，摆脱痛苦。”于是，街道就专门请了一位与她年龄相仿的
同伴照顾她，又派了一位资深心理师志愿者与她进行一对一
的“牵手结对”。

在志愿者们无微不至地关怀下，周阿姨的心理创伤逐渐
平复。与此同时，“惠心苑”唱歌队里互相关心、其乐融融的
氛围也感染着她，周阿姨的脸上终于又重新出现了笑容。

4年来，“惠心苑”坚持每周两次开展唱歌跳舞，定期举
办电脑培训、养生保健讲座、聊天座谈、志愿服务、近郊踏青
等活动，已成为失独家庭交流情感、健体娱乐、相互扶持、温
馨友爱的港湾。

现在，‘惠心苑’又有了微信群。“他们每天在群里传递正
能量，自助互助，我们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孙苑芳说，“惠心
苑”的关爱永远不会“下线”，它的存在就是为让更多的失独
家庭从此摆脱“失独”的帽子，被“惠心苑成员”这个崭新的名
字所取代。

本报讯（记者 孙洁静）3月 16日，区卫生计生工作会
议在区机关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常委、副区长高香出席。

会议部署了2017年全区卫生计生工作。据悉，围绕卫
生计生改革和发展的重点，今年，本区将扎实推进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推动计划生育各项工作、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建设、强化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促进中西医结合事业发
展、实施医学科技创新、强化全行业管理、加强新闻宣传和
行风建设，全面推进落实卫生计生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的各项任务。

会上，区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还分别就2017年卫计系统
纪律检查工作、卫计系统党建工作进行了部署。

本区部署2017年卫生计生工作

本报讯（记者 曲姗姗） 3月17日，2017年虹口区机关
党建工作会议在区机关大楼会议室举行，区委副书记洪流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总结了 2016年区机关党建工作，部署 2017年工
作。会议通报了《2016年度虹口区机关党建工作考评情
况》，宣读了《上海市机关党建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关于
表彰2016年度优秀调研成果优秀组织者的通报》。区委组
织部机关党支部、纪委监察局机关党支部、司法局机关党支
部、税务分局机关党委作为获奖党组织代表，分别结合本单
位机关党建工作作了交流发言。

洪流就如何做好 2017年机关党建工作提出要求。一
是突出思想建党，不断提高机关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
质。二是围绕服务中心、建设队伍，在推动虹口高水平高品
质发展中体现机关党建工作成效。三是深入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进程，不断提升机关党建科学化水平。

本区召开2017年机关党建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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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开展科室业务培训 江湾医院供图

空中绿化让市民多一个休憩之地空中绿化让市民多一个休憩之地

植物上的可爱饰品植物上的可爱饰品

屋顶入口处一片绿意屋顶入口处一片绿意露台上的多肉天地露台上的多肉天地

炫丽多彩的多肉景观炫丽多彩的多肉景观

（上接▶1版）在走访中，陈超还了解到这位母
亲身患癌症。于是，陈超只要一有空，便会到
她家中拜访，并亲切地唤她作“大姐”。一开
始，“大姐”对陈超十分冷漠，常常让她吃闭门
羹。但陈超不放弃，通过不下 10次的来访，终
于化开了大姐的“心锁”。在“大姐”的身边，陈
超像家人和朋友一样，倾听她心中的苦闷，并
说：要是“大哥”知道你们过得好，一定会很高
兴。最终，陈超用真诚打动了这位母亲，她还
热心地帮“大姐”打点了搬家事宜。至今，她们
还保持着联系，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北虹高级中学扩建征收地块的一户居民，
过了签约期限还不“松口”，眼看就要成为“钉
子户”。陈超也是通过无数次的走访，不厌其
烦地讲解每一条法规，才让屋主姐妹二人在征
收协议书上签下了名字。后来，姐妹俩还特地
跑到征收事务所送锦旗，称赞陈超“敬业正直，
为民解忧”。

城市更新的推进者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工作以来，陈超的工
作业绩及签约率始终名列前茅：2015年，陈超
所在的北外滩 67号街坊完成 97.68%签约率，
商丘路 77 号街坊实现 100%的签约率；2016
年，她所在的北虹中学扩建征收地块实现
96.30%签约率；在长阳路 101街坊的征收工作
中，陈超配合项目经理开展工作，使该基地二

轮征询达标率达到97.79%，创本区首日签约的新高。
作为一名征收工作人员，陈超感到由衷地自豪，“因为

我们是城市发展的推进者，城市更新离不开我们征收这一
环。”对于获得上海市“征收工匠”的称号，陈超诚恳地表
示，“比我工作出色的前辈还有很多，收获这个荣誉，我很
幸运。”在她的心里，“工匠精神”就是一种精雕细琢、精益
求精的精神理念，严谨、耐心、细心、专业、敬业缺一不
可。从新手到成为“工匠”，陈超始终把“给我一个舞台，
还你一片精彩”作为座右铭，激励自己不求做得最好，但求
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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