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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使命让路于民

高桥镇撤消疏导点解除通车障碍
五年来，凌桥社区不断成熟，便利店、
水果店、超市、服装店、餐饮店等纷纷开
本月初，存在 5 年的高桥镇凌环路西
业，周边配套设施逐步完善起来，疏导点
凌江路疏导点被撤除。接下来，凌环路将
也完成了使命。
开通公交车，
为居民出行增添便利。
同时，为满足居民出行需求，凌环路
撤除疏导点既解决了噪音扰民问题， 需开通公交车，该疏导点成了通车的最后
又方便了居民出行，一举两得。这背后， “障碍”。撤除疏导点势在必行。
是高桥城管中队及镇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的努力。
倾听商户的利益诉求
■本报记者 章磊 通讯员 汪璐

疏导点成了通车
“障碍”
这个高桥镇唯一的疏导点开设于
2013 年初。当时，凌桥地区周边配套设施
比较少，居民日常购物很不方便。
有需求就有市场。一个个流动摊贩
先后出现，不仅影响了市容环境卫生，也
带来了不小的管理难度。
高桥镇政府“化堵为疏”，在凌环路西
凌江路设立了疏导点。疏导点摊位 100
余个，从业人员 200 至 300 人，主要经营水
果和百货，不仅解决了乱设摊问题，也给
周边居民日常生活提供了不少便利。

100 余个摊位，关乎 300 名人员的从
业问题，撤除疏导点是一场
“硬仗”
。
去年 8 月起，高桥城管中队牵头对疏
导点各商户进行摸底，一一通知设摊商
户，计划于 2017 年 10 月撤除疏导点。
然而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困难，不少
商户一下子难以接受，要求另设疏导点供
他们维持生计。100 多个摊位的背后是
100 多个家庭，处置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
起群体性矛盾。
城管中队领导接待商户上访，并记录
商户诉求。高桥镇分管领导也多次与商
户沟通，并向他们介绍凌桥区域未来的交

通规划，以及凌桥乃至高桥区域相关社区
配套的建设。

东明定下今年工作重点

通车障碍顺利解除

多管齐下建设更宜居社区

原计划 2017 年 10 月撤除疏导点的行
动因此延期，但相关工作没有停歇。此
后，高桥城管中队及镇相关部门几乎每周
都要召开一次协调会，研讨撤除疏导点方
案，做好各类预案，同时与商户们进一步
沟通。
城管中队不仅介绍高桥“古镇再造、
高桥复兴”的发展理念，也阐明了撤除疏
导点、方便大家出行的好处。城管中队还
积极联系巴士公司，在通车时间节点前，
给予商户们充足的时间处理存货，将损失
降到最低。
2 月 7 日，凌环路西凌江路“疏导点”
正式撤除。为了保持效果，高桥镇城运办
特事特批，疏导点撤除后，立刻在凌环路
西凌江路上安装了隔离设施。
居民看到疏导点撤除后，拍手称赞：
“通了公交车，
我们出行就更方便了。”

本报讯 （记者 陈烁）2018 年确保无
新增违建，巩固市级园林街镇创建成果，
推进缤纷社区建设……日前，
东明路街道
社区代表会议确定了 2018 年工作要点和
十大重点实事工程，通过“无违村居”创
建、缤纷社区建设等，
东明将更加宜居。
去年，
东明路街道共拆除违建近两万
平方米，超额完成全年任务的 385%。以
中林村、良兆综合市场为代表的重点、难
点区块被成功拔点，
西新港河床上方违建
全部拆除，
整治河道周边违法用地合计约
5500 平方米。
在此基础上，
东明路街道今年将全面
启动
“无违村居”创建，
通过进一步完善预

警发现、执法联动、拆违奖惩、违建房屋交
易权冻结等机制，确保违建零增长，2018
年“无违村居”创建完成率达到 60%，2019
年基本完成创建任务。
与此同时，
结合浦东新区
“美丽家园”
总体规划和
“缤纷社区”建设规划，
东明路
街道在新的一年中将巩固市级园林街镇
创建成果，
努力推进三林城片区以邻里公
园为中心的环通健身步道、林荫道，和以
灵岩南路 1141 弄无名路综合改造为代表
的多个艺术空间、口袋公园建设，推进沿
西新港小区的相关“百花园”主题景观延
伸和微更新项目，
进一步提升社区公共空
间品质。

唐镇表彰
“四优三提高”先进
本报讯 （记者 陈烁 实习生 徐爽）
镇联合村党总支等 20 个领导班子被授予
昨天，唐镇举行 2018 迎春团拜会，80 名党 “唐镇第一届
‘优秀集体’
”荣誉称号；
姚财
员干部和 20 个优秀集体获得表彰。
明等 30 人被授予“唐镇第一届‘优秀干
据介绍，
在去年的产业结构调整、
“五
部’”荣誉称号；严国芳等 40 人被授予“唐
违四必”整治、中小河道整治、
“家门口”服
镇第一届
‘优秀党员’
”荣誉称号。
务体系建设等重点工作中，
唐镇涌现了一
活动现场，
唐镇的
“微心愿”互动也火
批优秀党员干部。结合全区“三好两满
热展开。通过唐镇文化体育中心的微信
意”争创活动，唐镇开展了“四优三提高” 公众号，50 多个微心愿很快被认领。另
争创活动，
即争创优秀集体、优秀班长、优
外，
《在和煦春风里》新书也在现场首发。
秀干部、优秀党员，
进一步提高执行力、提
该书系 2017 年 3 月至 10 月间由唐镇和
高奉献度、提高获得感，加强干部队伍建
《浦东时报》社举办的“在和煦春风里”散
设。
文征文的部分优秀作品结集，
并辑录了唐
经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推荐，
并结合
镇文明办举办的“热学十九大”专栏征文
年度考核，汪镜明等十人被授予“唐镇第
中的优秀文章，
反映了唐镇居民对未来发
一届‘优秀班长’”荣誉称号；吕三大众新
展的期待。

金杨启动 2018 公益召集令项目
营造
“人人参与 人人公益”
氛围

浦兴社区举办诵读大赛
2018 年浦兴社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诵读大赛总决赛日前举行。来自浦兴及周边地区的近千名中、小、幼小朋友参加了比赛。本
次活动得到浦兴社区校长联谊会的支持，大力推进了浦兴社区学区化办学。比赛期间还启动了以“书香筑梦”为主题的捐书活动，营
造了“文化浦兴、
书香浦兴”的氛围。图为年仅四五岁的孩子身着古装背诵《三字经》。
□徐网林 李亚君 摄影报道

“心愿天使”帮助困难儿童完成心愿
本报讯 （记者 徐玲）2 月 10 日，
“心
愿天使”——快乐童年大型公益活动举
行，一批“心愿天使”与来自陆家嘴、潍坊、
洋泾、金杨、周家渡等 5 个社区的困难儿
童结对，帮助他们实现新年愿望。
寒假里，两位华东师大二附中的学生
上 门 为 浦 东 的“ 玻 璃 娃 娃 ”傅 宇 送 教 英
语。今年读一年级的小宇两岁时遭遇车
祸而高位截瘫，他还患有先天性血友病，
一旦受伤就会流血不止，被称为“玻璃娃

娃”。小宇最需要的是送教和陪伴。明珠
小学的一年级的裴唐岳小朋友也和傅宇
结对，成为“玻璃娃娃”的陪伴天使。小裴
让爸爸买了两支一模一样的钢笔，他说，
会利用业余时间陪伴傅宇，和同龄人一起
写字，一起成长。新区辅读学校的徐娜今
年初三了，马上就要毕业的她特别期待一
次毕业旅行，她的心愿由爱心企业认领，
小徐收到了一只漂亮的旅行箱。爱画画
的周叶来自潍坊街道，她曾是“心愿天使”

活动的帮助对象，今年，她以小志愿者的
身份加入到活动中。她担任助教志愿者，
教小朋友制作黏土音乐盒，还将自己的画
作送给爱心人士。
本次活动由团市委指导，陆家嘴、潍
坊、洋泾、金杨、周家渡街道团工委及长三
角儿童培育联盟主办，上海青年家园服务
中心、浦东全欣公益服务中心、1088 广场
承办。接下来，
“心愿天使”还将举办更多
活动，
为更多困难儿童营造快乐童年。

从一个班级扩容到四个班级，从自娱
自乐到走进校园弘扬沪剧文化，近年来，
南码头路街道社区学校的沪剧课大受
欢迎。这份热闹的背后是社区学校老师
王晓红的坚持与努力，她说：
“我愿无怨无
悔地继续耕耘在沪剧文化这块热土上，发

宣桥镇为外来建设者送祝福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2 月 9 日，一
场以
“不忘初心，
携手共进”为主题的新春
团拜会在宣桥镇举行，200 多名来自不同
企业的外来建设者欢聚一堂，
收获新春祝
福。
团拜会上，
独唱、二人转、沪剧、杂技、
模仿秀等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活

动中还穿插了抽奖环节，
向外来建设者代
表送上了新年大礼包。
宣桥镇总工会负责人表示，
过去一年
中，
外来建设者们为宣桥发展建设付出了
辛勤的汗水，值此新春到来之际，向外来
建设者表示感谢，并为他们送上节日问
候。

泥城镇开展志愿服务迎新春

——记南码头路街道社区学校王晓红

■记者 赵天予 实习生 徐爽

会组织通过调研了解到，
老人所需要的陪
伴是“细水长流”式的，因此，
“网聚爱心”
活动并不形式化，
而是通过招募组织志愿
者，在平日里为老人提供更多陪伴服务，
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让老人体会更多
社会关爱。
今年，
金杨公益召集令增加了一项新
内容：
“ 绿动家园”——
“益起来打造社区
微景观”。杨彬说，社会组织将带动居民
一起筹划商议，
自下而上提出
“缤纷社区”
建设方案，
在更多居民区打造出精致实用
的微景观，提升社区环境，营造“人人参
与、人人公益”的社区氛围，

社区居民带
“福”
回家

传播沪剧文化无怨无悔
挥出自己的光和热，成为社区居民的良师
益友！”
王晓红曾是上海大世界沪剧团演员，
师承著名沪剧演员王珊妹，主演过十余部
沪剧大戏，她主演的警示沪剧《大法官的
私生子》，获得广泛好评。大世界沪剧团
解散后，王晓红投身到社区志愿者行列，
并成为了上海市群艺馆认证的群众文化
指导员。她在南码头社区学校教唱沪剧
已经 8 年，认真、专业的授课得到了学生
们的一致好评。
在王晓红的努力下，这些年来社区学
校沪剧班由一开始的一个班扩展到现在

本报讯 （记者 徐玲）2 月 9 日，2018
金杨社区公益召集令项目启动，12 个子
项目贴近社区、贴近生活，将为社区居民
提供更切实有效的服务。
金杨社区通过公益召集令项目，社
区、社会组织、社工之间的联动明显加强，
而各家社会组织的管理能力、社区服务能
力也显著提升。
金杨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任杨彬表
示，
“ 网聚爱心”——
“益起来敬老院陪伴
老人”是今年召集令的第一令，将为金杨
社区 7 家敬老院和两家老年人日间照护
中心提供不定期、经常性的陪伴服务。社

的四个班，还有不少喜欢沪剧的居民仍在
排队等候上课。
“ 王老师在教学中因材施
教、寓教于乐，让我们老年朋友充分体会
到学习、成长的乐趣。”学员李阿姨在王晓
红的指导下，从基础班学到了提高表演
班，
退休生活更加充实。
去年，南码头小学迎来百年校庆，王
晓红利用这一机会，将传统沪剧艺术送入
校园。她开设了沪剧兴趣班，并为学生策
划、筹备演出。
“我想让沪剧这门艺术在小
朋友中生根萌芽，让他们知道沪剧的精
彩，培养新一代的沪剧爱好者，让沪剧艺
术在百年老校壮大。”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黄诗
意）新年将至，
理一个清爽的发型，
讨一个
好彩头的
“福”字，
是不少人迎春纳福的方
式。近日，一场“我们的节日·春节”主题
志愿活动在泥城镇
“雷锋广场”举行，
志愿
者为社区居民提供磨剪刀、理发、送春联
等贴心服务。
磨剪刀、修雨伞等一站式服务摊位前
人头攒动，几位民间书法家蘸墨挥毫，将
美好祝愿化作一幅幅辞旧迎新、寓意吉祥
的春联，
让参加活动的社区居民带
“福”回
家。由泥城镇文明办、妇联、城运中心、安
监所、派出所、社区志愿服务中心等多个

部门组成的志愿服务团队，
在现场分发宣
传手册，进行问卷调查，让社区居民了解
更多最新形势、政策内容，掌握更多文明
创建、社会治理、消防安全等知识。
此外，刻纸、土布剪纸等传统工艺也
为此次志愿服务活动增添了一份年味，
让
居民提前感受过年的氛围。在新春许愿
树上，
大家纷纷贴上祝福的话语。
泥城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后泥城镇
还将继续开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
坚
持服务为民，整合优势资源、提升服务能
级，
将更全面、更周到、更贴心的服务送到
居民
“家门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