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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骨折术后哪里康复？ 脑卒中长期康复往返专业康复医

院太麻烦， 怎么办？ 老年认知障碍又该如何早筛与康复训

练？ 随着上海人口老龄化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市民对

健康的要求从之前的疾病治疗上升到先期预防， 再到康复

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目前， 上海不少饱受骨关节病、 颈

肩腰腿病等病痛折磨的患者， 在“家门口” 就能寻求到专

业康复医生的帮助。

记者从上海市卫健委获悉， 截至 9 月底， 本市首批

41 家示范性社区康复中心已陆续面向居民开放， 居民在

家门口就可以获得便捷、 优质、 整合的康复服务， 促进患

者功能恢复或改善， 协助患者恢复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回

归家庭和社会。 “十四五” 期间， 将基本实现全市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社区康复中心标准化建设全覆盖， 让居民享受

到“家门口” 优质的康复服务。

“空中花园” 轻松康复

你见过空中咖啡厅、 空中餐厅， 空中康复中心吗？ 在

徐汇区枫林街道社区卫生中心的楼顶， 一座 170 平方米的

“空中花园” 矗立在居民区中， 如今更是附近社区居民心

中的“网红” 户外康复运动广场。 这个“空中花园” 式户

外康复运动广场， 是今年由社区医院的旧仓库改造而来，

包含康复步道、 步行测评区、 心愿交流区等。

原本枯燥乏味的康复训练， 在蓝天白云之下， 鸟语花

香之间， 更添趣味。 患者在医生的指导下在色彩明丽的广

场上深蹲、 踢腿、 慢走。 训练累了， 大家环坐在一起， 晒

晒太阳， 唠唠家常， 说说笑笑之间， 训练的疲惫也仿佛一

扫而空。

枫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易春涛告诉记者， 整

个康复中心的建设理念， 除了设备升级和场地的改造之

外， 还特别注重康复文化和康复理念的展现。 康复运动广

场就是最重要的体现， 希望在笑容、 阳光陪伴康复这个大

背景下， 在健康步道和自行测评区域里面， 身体康复和身

心的愉悦达到有机结合， 从而提高康复质量。 下一步， 中

心准备加强内涵建设， 把新设备实实在在用起来， 让社区

居民真真切切感受到新场地、 新设备在康复方面的强大功

能， 实现打造居民身边触手可及的社区康复中心的目标。

记者在卫生服务中心遇到了前来接受康复治疗的陈阿

姨。 她被腰椎疼痛困扰多年， 原本想去专门康复医院做康

复治疗， 但听说家门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改建完毕，

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了这里。 陈阿姨说， 她在经过医

联体上级单位进行脊柱内镜微创手术治疗后的第 4 天， 下

转至枫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在中心医生的悉心指导

下进行康复治疗， 术后第 9天就可以挺直腰板走路了。

“原本只是想来试一试， 没想到康复效果这么好。 而

且楼顶康复广场环境也好， 在家门口治疗还能碰到很多社

区里的熟人。 环境好， 熟人也多， 医生专业水平也高， 老

灵额！” 谈起家门口的社区康复中心陈阿姨赞不绝口。

据介绍， 徐汇区枫林街道社区卫生中心依托徐汇区域

内医联体构建的“上下联动”康复服务网络，通过门诊、病

房、站点及出诊、家庭病床等开展适合社区的多种形式康复

服务，全年可实现康复服务 4万人次，治疗 10万项次。

专业康复 近在“家门口”

那么去掉“网红” 外壳， 康复中心的内里又是如何？

记者来到了普陀区的全市示范性社区康复中心———长征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现年 65 岁的张老伯因脑梗导致行动不能自理， 起初

家人为他找了专业康复医院进行治疗， 可由于往返一次太

远， 康复训练期间还要家人全程陪同， 张老伯就想着自己

在家里锻炼， 暂停了康复治疗， 可几个月来， 自我康复的

效果不尽如人意。 近日， 听说自家旁边的长征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开设了全市示范性社区康复中心， 他就赶紧来咨

询情况， “现在家门口就有这样专业级的康复中心， 太方

便啦。”

据介绍， 长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康复中心面积

达到 515平方米， 具有宽敞明亮的康复场地， 并按照康复

功能定位划分区域， 设置了康复诊室、 康复评估区、 物理

治疗 （PT） 区、 作业治疗 （OT） 室、 言语治疗室、 高频

治疗室、 传统康复治疗室。

记者了解到， 社区康复中心在保留原有和传统康复治

疗室的基础上， 将集中在专科医院和综合性医院的物理治

疗、 作业治疗、 言语治疗等治疗模式引入社区康复中心，

进一步加强社区康复的能力建设。

社区康复中心还设置了不少于 20 张满足康复床单元

要求的康复床位， 且均设有无障碍卫生间和浴室。 康复床

位按患者功能障碍轻、 中、 重予以划分， 重度患者的病

房， 配备移动式天轨及床边下肢主被动训练系统等现代化

康复辅助设施。 有了这样的设备， 一有些卧床不起的患

者， 也能借助专业的器械来做一些简单的移动。

社区康复是公共卫生中康复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

成。 “对于社区康复， 很多人的认识只停留在残疾人康复

上， 现在的康复则是覆盖全人群、 全生命周期， 人人都需

要康复， 康复无处不在。” 长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

人刘轶蕾表示， 示范性社区康复中心与原有的社卫康复科

相比， 在服务内容上更加全面， 囊括了社区常见病多发病

康复服务项目， 如神经系统、 骨关节系统、 慢性疼痛、 儿

童、 老年、 肿瘤、 中医康复治疗等， 另外还有特色的康复

服务。

网红康复中心

“家门口”就有
本市41家示范性社区康复中心建成

智能设备“加持” 能级提升

除了传统的按摩、 针灸和运动指导外， 示范性社

区康复中心配置了康复机器人、 移位系统等现代化康

复辅助设施。 “这个叫上肢康复机器人， 它可以陪你

一起做康复评估和训练。” 在长风新村街道社区康复

中心， 陈老先生就体验了机器人康复训练的全过程。

陈老先生载上机械设备的左手在放松状态下， 由机械

设备根据指令进行操作评估。 通过评估， 为他的手臂

康复训练制订计划。

“这里的康复训练都是一个个闯关游戏， 一点也

不枯燥。” 陈老先生一边玩游戏， 一边完成了康复训

练， 同时实时采集了他的康复数据， 同步上传至中

心， 这些数据后续还将逐步与居民健康档案、 上级医

疗机构相联通。

长征镇社区康复中心引进了一台下肢康复机器

人。 “我之前在康复医院复健时， 用过这个， 没想到

社区医院也有了， 真是高质量的康复服务。” 家人推

着轮椅带张老伯走进康复中心， 他一眼就认出了眼前

这个“大家伙”。

“通过主动运动和被动助力， 针对肢体的相关部

位开展精细化康复。 而由此产生的数据可以实时反馈

给康复治疗师和患者， 治疗师可以掌握患者详尽的康

复数据， 为后续制定康复方案提供参考。” 长风新村

街道社区康复中心负责人朱憬介绍道， 这些专业的康

复项目目前已全部纳入医保。

示范性社区康复中心不但功能强大， 而且各具特

色。 以普陀区的两家社区康复中心为例， 他们根据康

复学科发展方向， 在做强做大社区常见病多发病康复

基础上， 发展特色专项康复。

长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与区人民医院呼

吸、 康复专科专家结对， 发挥社区医养结合平台功

能， 下沉康复医疗资源， 开展居家、 站点以心肺功能

康复为特色的康复项目。 同时， 依托全区首个社区心

理门诊点资源和首批安宁疗护试点单位， 长征镇社区

卫生中心将持续推进心理康复服务。

长风新村街道社区康复中心则依托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特色学科 - 骨伤科的优质资源，将重点打造以运

动系统疾病康复为特色的康复项目。“我们不仅有康复

服务，同时还配套康复辅具使用和指导，让有需求的患

者， 在这里体验到从治疗评估到康复训练再到辅具租

赁的一站式的服务。”朱憬表示。此外，依托中医辨证论

治及小针刀等非药物疗法在骨关节、颈肩腰腿痛、痹症

等方面的优势， 长风新村街道示范性社区康复中心还

将逐步形成并推广一批中西医结合诊疗康复方案。

徐汇区枫林街道社区卫生中心的户外康复运动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