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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益服务实现供需对接

浦东首家社区公益创新园揭牌
本报讯 （记者 徐玲）昨天，浦东首家
社区公益创新园在浦兴路街道揭牌，有别
于区级层面的公益示范基地和街镇层面的
公益空间，新挂牌的公益创新园突出“创
新”和
“辐射”，在新区和街镇之间搭建了一
个公益平台，
将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加强基层建设，在党建引领下，探索社会组
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作为新区首个“社区公益创新园”，浦
兴路街道公益园将公益创新和
“家门口”服
务体系建设融合到一起。新区民政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这是一项创新实践，
能把居民

的需求和社会组织所能提供的服务更好地
匹配起来，并通过“家门口”服务站点直接
送达居民身边。
据介绍，浦兴路街道经过前期的需求
调研、项目征询和沟通交流，发布了涉及
为老服务、儿童与青少年服务、社区治理
等 8 大领域 62 个项目的《
“家门口”公益服
务微项目资源清单》，与 37 家社会组织达
成初步意向，由社会组织带着自身的品牌
项目加入街道的“家门口”服务队伍，一同
参与社区服务与基层治理，推动社区公益
发展。

揭牌仪式之后，公益园游园会同步进
行，社会组织代表与街道各部门负责人、
居委书记等进行了接洽，对浦兴社区的情
况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并形成了进一步的
合作意向。新区慈爱公益服务社负责人
何筱琳告诉记者，
“发现美丽”慈爱手工坊
项目已经在洋泾、金杨等街道运作了两
年，为社区低收入和就业困难人群提供增
能培训和兼职岗位，今年，该项目还和上
海市儿科医院合作，将手工坊的作品作为
医院公益活动的小礼物，同时，项目组还
为医院手工坊公益活动培养志愿者。
“我

们也希望将这个项目拓展到其他社区，有
了公益创新园这个平台，我们可以让浦兴
路街道各部门以及各居民区更好地了解
我们的项目，我们也能更好地了解浦兴的
需求，优化项目，为更多居民带去福利”。
作为服务的需求方，金桥湾居民区书记张
倩表示，金桥湾在为老服务方面曾经引入
过非常好的社会组织，如今也培育了老年
协会自主运作该项目，
“ 此次公益创新园
开园，就如同是‘双十一大促’，那么多经
过挑选的成熟项目一下子放到我们面
前。因为我们居民区的青少年比较多，所

以这次特意引入几个相关项目，响应居民
诉求，
完善社区服务”
。
浦兴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俞剑红介
绍，社区公益创新园将积极引进优秀的区
级、市级社会组织和公益项目，
引导更多公
益伙伴一同参与浦兴的社区治理和创新建
设。与此同时，还将推动社会组织“走出
去”，让成长、发展在浦兴街道的社会组织
进入更多社会治理领域，
成为践行公益、引
领公益的新生力量。同时，公益园将加强
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与服务，
成为浦东
社区公益创新发展的新亮点。

武警战士勇救落水老人
本报讯 （通讯员 马长伟 记者 陈
烁）11 月 12 日，一名老人不慎落水，正在
附近参加军事训练考核的武警战士闻讯
后，
迅速赶往现场，
纵身跳入水中，
成功救
起老人。
当天 16：30，武警上海总队九支队八
中队官兵正在浦东一处废弃的学校内进
行考核。突然一名怀抱小孩的中年妇女
向考核场跑来，
并边跑边喊着
“救命，
有人
掉河里了！”中队长简单询问情况后命令：
“一班长！带你班去救人！”一班长李涛带
领全班，
箭步向事发地冲去。
到达河边后，
李涛发现一名老人在水
中浮浮沉沉。李涛立刻脱去外套和作战

靴，纵身跳入水中，此时他发现虽然水深
刚过肩膀，但是由于河道长期没有清理，
淤泥很深，
长满水草。李涛艰难地向老人
靠近，
终于，
李涛拉住了老人手臂，
乘势将
他托出水面，
随后向岸边移动。在战友们
的帮助下，
老人被安全救上岸。
被救上岸的老人脸色苍白，牙关咬
紧，瑟瑟发抖。李涛边安慰老人，边把老
人转交给现场的带队干部继续处理。突
然，一阵剧痛从脚底传来，他这才发现右
脚掌被划出了一道约 2 厘米长的口子。经
过简单处理后，
李涛又回到考核场继续进
行考核。老人经过军医救治，
也逐渐缓过
神来，
连连对身边的武警官兵说
“谢谢”
。

一碗小馄饨温暖迷途老人心
■本报记者 黄静 通讯员 刘天林

学生们对上海中医药博物馆内的“针灸铜人”充满了好奇。

□徐网林 摄

浦东学生体验中医药文化
本报讯 （记者 吴燕）
“什么是经络？”
“古人针灸为什么用金银材质的针？”
“做
眼保健操会按摩到哪些穴位？”……日前，
来自新区 30 所中学的少先队队长参加了
中医药文化科普一日探究活动，这些问题
在活动中得到一一解答。
学生们走进上海中医药大学校园里
的上海中医药博物馆，在上海中医文献馆
馆长贾杨的讲解下，了解了中医发展的基
本脉络，认识了数位名医名家，还看到了
中医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针灸铜

人。
“这具铜人为女性形象，非常罕见。根
食 指 、中 指 和 无 名 指 分 别 轻 轻 敲 击 脑
据铜人原装锦盒的文字记载，乾隆皇帝曾
后。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
命工匠铸造一批针灸铜人，以嘉奖参加编 ‘ 鸣 天 鼓 ’。”在 位 于 康 桥 的 益 大 本 草
纂医书的人。由于年代久远，大部分铜人
园，学生们品尝了药膳，在名为“耳朵的
已不知所踪，馆内的这具铜人是唯一一具
秘 密 ”项 目 中 ，体 验 了 一 把 中 医 传 统 诊
公开展示的铜人，更显珍贵。”
疗技术——耳穴贴压，还佩戴上了药用
学生们还跟着贾杨学了不少实用
小香囊。
的中医保健小常识。
“ 要是鼻子堵住了，
浦东新区少先队总辅导员唐立新介
可以试着按摩一下鼻翼两边的迎香
绍，新区少工委每学年都将分别组织一期
穴。”
“ 做作业觉得有点累了，头昏昏沉
小学和初中两个学段的少先队队长培训，
沉 ，可 以 用 手 掌 按 住 两 个 耳 朵 ，两 手 的
并开展夏令营和冬令营活动。

11 月 10 日，一位迷路的老人在浦东
上南公交员工的关心下回到了所在的养
老院。
当天 10：
45，
浦东上南公交 576 路驾驶
员孙洪根驾车在长清路三林路停靠，
一位
满头白发的老太上了车。孙师傅赶忙叮
嘱老人坐稳，
然后驱车向浦西方向驶去。
车行驶到曲阳新村终点站，
乘客们陆
陆续续下了车。孙洪根发现，
在浦东三林
路上车的那位老人却一脸茫然地坐在座
位上。他断定老人迷路了。
孙师傅走到老人身边问道：
“阿婆，
你
要去哪里？”老人支支吾吾地说：
“我要回
养老院，
我要回去……”老人语无伦次，
疑

似有轻微的阿尔茨海默症，
孙师傅说：
“阿
婆别急，先到调度室坐一会儿。”
“我肚子
饿，
走不动……”老人回答。
孙洪根见状，连忙扶起老人，
“ 阿婆，
你慢点走。”此时，
准备接班的另一位驾驶
员也连忙上前搀扶。两人把老人带进了
调度室。一旁的调度员看到老人有点发
抖，连忙送上热水。5 分钟后，孙洪根买
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小馄饨，原来，之前
老人一句不经意的“肚子饿”他记在了心
里。看着老人心满意足地吃着，
孙师傅走
向公交车，
开始下一个班次的营运。
在调度室，大家照看着迷途的老人。
由于老人无法说清养老院的情况，
调度员
便拨打了 110 求助。很快，在民警的帮助
下，
老人顺利地回到了所在的养老院。

船舶关闭卫星定位仍被
“锁定”
上海海事法院成功扣押肇事船舶
选手比拼养老护理技能。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黄丹 岑祺
“惠丰 2179”轮在黄浦江水域航行途
中与他船发生碰撞后驶离现场，事故导致
他船沉没，船载货物全部灭失。上海海事
法院判决“惠丰 2179”轮船东葛某赔偿 73
万余元。然而葛某却拒不履行法院生效
判决。执行法官锲而不舍寻船，最终成功
扣押肇事船舶。葛某迫于船舶被扣，主动
履行了还债义务。

履行赔偿拖延
2015 年 12 月 30 日，
“ 惠丰 2179”轮在
黄浦江水域与对面驶来的“台海 999”轮发
生碰撞。碰撞后“惠丰 2179”轮擅自驶离
现场。事故导致“台海 999”轮左舷舯前主
甲板边缘凹陷约 1 平方米，左舷舱口围板
倒塌约 8 平方米，生活区整体塌陷，船舶
迅速进水沉没。后经海事部门调查认定，
“惠丰 2179”轮应承担碰撞事故全部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被告葛某应
赔偿原告张某 73 万余元。然而，判决生
效后，葛某迟迟未履行判决内容。无奈之

下，张某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官果断
“出击”

放弃。他利用闵行海事局的船舶进出港
预报登记系统，查询到该船下一站靠泊地
为“中舟码头”，属于上海松江区米市渡海
事站管辖。
得到这一信息，张彦与法警随即赶赴
米市渡海事站进一步搜寻。同时，为了确
保后续的扣船事宜顺利进行，他又与松江
地方海事局联系，
要求予以协助配合。

执行立案后，执行法官张彦立即通过
网上查控系统对葛某的财产进行查询，但
除“惠丰 2179”轮外并未发现其他可供执
行的财产，而葛某驾驶“惠丰 2179”轮常年
在外，案件一时陷入僵局。
“法官，我得到消息，今天葛某的船会
船东主动履行义务
开到黄浦江水域，但具体位置不清楚。”一
日，张某急匆匆地打来电话。接到电话
16 时左右，有人反映，在松浦大桥西
后，张彦登录上海海事法院海事联动指挥
侧位置见过“惠丰 2179”轮。根据船舶速
中心的船舶数据分析系统，通过 AIS 系统
度及位置推断，张彦判断该轮很有可能开
查询船舶的有关信息。
往了码头。趁夜幕尚未降临，张彦一行人
系统显示，当天 11 点，
“惠丰 2179”轮
立刻调转船头，再次沿江进行搜索。1 小
驶至闵浦大桥水域时，关闭了 AIS 系统， 时后，终于在码头的一群船舶中发现了
船舶的位置信号自此消失。时间非常紧， “惠丰 2179”轮。张彦立即与法警登轮进
在多方查询船舶进港预报信息未果的情
行扣船，并郑重告知当事人应当履行判决
况下，张彦携同法警驱车赶赴闵行海事
书所确定的义务。
翌日，葛某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法院
局，从信号消失的水域开始进行搜寻。
与张某协商赔偿事宜。在执行法官的主
经系统定位和巡逻艇现场巡查，闵行
海事局指挥中心排除了船舶在其辖区的
持及协调下，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葛某
可能性。虽然不顺利，但是张彦并未就此
当天履行赔偿完毕，
案件顺利执结。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浦东家政技能比武拉开帷幕
本报讯 （记者 黄静）11 月 11 日，由
区妇联、区人社局、区财政局、区总工会、
浦东团区委、区教育局、区科经委、区国资
委等 8 家单位联合主办，区妇女发展指导
中心承办的“2017 年浦东新区职业技能
比武——家政服务员专场”火热开赛。
本次竞赛以“提升职业素质、展示行
业风采”为主题，围绕厨艺类、护理类、实
务类等家庭服务技能开展系列竞技比武，
竞赛分设个人赛和团体赛，
既展现了敬业
乐业、拼搏奉献的女性魅力，又展示了团
结进取、开拓创新的协作精神。
经过全 区 10 多 个 街 镇 妇 联 的 精 心
组织，有近 40 家家政公司和机构参与了
比武，121 名家政从业人员从预赛选拔中
脱颖而出，进入决赛。这些经过层层选
拔的选手都拥有家政服务员、母婴护理、
育婴员、养老护理员等国家职业资格证
书，是浦东家政行业中的佼佼者。决赛

中，参赛选手在创意菜烹饪、水果拼盘、
杯花盆花折叠、养老护理、急救技能、母
婴护理、艺术插花、折纸剪纸、常用英语
对话等比赛环节展开激烈对决，各显身
手、大秀才艺。
本次竞赛项目的设置更注重实用性、
全面性与创新性，
例如烹饪、
折纸剪纸等项
目为选手们提供了创新的空间，
在展示专
业技术水平的同时，
选手们可以展示自身
的创新能力。同时，
项目设置还注重专业
性的考核，
如母婴护理项目中的
“为新生儿
沐浴”
环节，
考验了选手们的专业水平。
据悉，
一年一度的家政技能比武竞赛
已成为浦东家政行业的品牌项目。通过
政府搭台助力行业发展，
家政技能比武为
推动家政行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凝心聚力、
高标严选、创新发展的平台，也为学员们
提供了一个切磋交流、展示风采、提升技
能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