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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章磊

3月 10日中午，家住金杨新村街道的

沪剧爱好者薛洪根一早赶到了位于曹路

的金海文化艺术中心。当天，曹路社区沪

剧沙龙第 400 期专场演出在四楼剧场举

行，吸引了众多沪剧爱好者。

专场演出的压轴戏是四代人同台演

唱沪剧，体现了传统艺术的传承。

四代人同台唱沪剧

《金绣娘》选段“绣出风光无限好”拉

开了专场演出的序幕。舞台上是专心演

出的演员，舞台边是九人乐队，舞台下则

是热情的观众。

整场演出由 14个节目组成，有《红灯

记》《大雷雨》《雷雨》《庵堂相会》等各种精

彩的折子戏选段，参与演出的主要是曹路

社区沪剧沙龙的沪剧“票友”，同时也有受

邀前来演出的川沙沪剧团演员。

当天演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顾建中、

王玉仙家庭四代人同台唱沪剧的场景。

最大的顾佐才已经85岁，而最小的吴籽萱

才10岁。作为演出的压轴戏，四代人合作

表演了《昨夜情》选段“思柳”和“为你打开

一扇窗”。

专程从金杨新村街道赶来的沪剧爱

好者薛洪根，不时举起手机录下一个个

节目。“我很喜欢沪剧，听说这次有这么

大规模的表演，就赶过来了。把这些节

目录下来，我打算回到家再回味一下。”

他说。

文艺的轻骑兵 宣传队

沪剧在曹路地区有着深厚的群众基

础。当天的专场演出吸引了众多沪剧爱

好者，座位坐满后，甚至有人坐在走道

上。不少观众一边看着台上的演员表演，

一边自己轻声哼唱着。

据曹路镇文化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

主任邵敏介绍，曹路社区沪剧沙龙已成立

十多年，聚集了一大批对沪剧一往情深的

爱好者。“他们不仅自己学着唱，还经常下

社区、进乡村，到敬老院、学校等地演出，

推动了沪剧这种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发

扬。”他说。

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沈伟民说，沪

剧这种传统节目需要通过群众的广泛参

与来传承，曹路社区沪剧沙龙体现出了

“群众文化、专业水平、扎根生活、服务人

民”的特色。

当天参加表演的陈雅涵，今年读二年

级，学习沪剧还不到半年，但已经在这样

的舞台上演出了三四次。“平时在学校都

讲普通话，学习沪剧，还可以让我练习母

语。”她说。

在曹路镇党委副书记张丽华看来，沪

剧在群众中的传播还有更大的作用，她

说：“我们的重点工作，比如环境综合整

治、‘美丽庭院’建设等，都被沪剧爱好者

用作创作材料，帮助我们进行了宣传。所

以，我们都习惯把沪剧沙龙的成员称为

‘文艺的轻骑兵、宣传队’。”

曹路“沪剧沙龙”第400期专场演出举行

四代人同台献唱体现艺术传承

本报讯（见习记者 沈馨艺）周浦美

术馆展厅中央，两幅花艺作品吸引了大家

的目光。这是浦东新区女艺术家联谊会

成员景琴的原创花艺作品，她将鲜花与干

花结合，创作了作品《时光轮回》，以色彩

表达四季轮回，也象征着人生的幸福。日

前，周浦镇“时代芳华庆三八”首届浦东新

区女艺术家作品展开幕。

此次展览共有20名女艺术家参与，她

们带来了56幅原创作品。据了解，此次展

览是浦东新区女艺术家联谊会成立一周

年来的作品展示。一幅幅作品表达了女

艺术家们对真善美的感悟，也是她们用艺

术的方式诠释自己热爱浦东的情感。女

艺术家朱泺瑶说：“这次展览让我们有机

会展示自己的作品，并让更多人关注到女

性艺术。”

景琴正在整理她的花艺作品。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近日，“航

头先锋”青年突击队开展助力福善村

“三美”（“美丽庭院”“缤纷社区”“美丽

厂园”）建设工作部署会。会上，来自航

头镇的“老法师”——航南社区党委书

记瞿龙海带教基地的成员，以丰富的基

层工作经验，为队员们答疑解惑。

“航头先锋”青年突击队由航南社

区党委和镇团委牵头指导成立，队员都

是来自安监、城管、市场监管、城建中

心、规建办等单位的青年骨干。最近一

段时间以来，他们发扬吃苦耐劳、无私

奉献的精神，助推航头镇环境综合整

治、“三美”建设等工作，体现了青年党

团员的战斗力、凝聚力。

当天，队员们就“农民建房时邻里

之间产生矛盾如何调解”“如何引导老

百姓做好垃圾分类”“如何处理好居委

与小区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关系”等在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向“老法师”请教，瞿

龙海一一详细解答，并鼓励队员们加强

学习，用心去做，在活动中注重收集民

情，营造“人人知晓，户户参与”的浓厚

氛围。

青年突击队队长柯建军介绍，下一

步，青年突击队将以攀亲结对的方式助

力福善村第二、第三组的“美丽庭院”建

设活动，今后每位队员将与村民结对，

主动下到基层第一线收集民情，上门协

助村民开展庭院除草、绿化种植等劳

动，同时也宣传好党委政府的最新政

策。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近日，惠南镇

安监所与惠南消防大队、惠园居民区、物

业公司联合开展防灾减灾应急疏散、消防

灭火、高空救援等消防演练活动。

当天下午 1 点，随着消防警报声响

起，消防演习正式开始。现场模拟火灾发

生，浓烟四起，被困的居民们手捂湿毛巾

从楼道内有序疏散。惠南消防大队的消

防队员们迅速安装消防水带，惠园居民区

居委所属微型消防站的队员在楼道内实

施搜索后，成功把一名“伤员”救出。与此

同时，消防云梯也把被困人员顺利解救下

来。演习活动结束后，消防战士对参加演

习的居民详细解说演习过程中存在的错

误动作，并重点讲解了一些火灾现场的逃

生技能和注意事项。

惠南镇安监所书记、所长王明表

示, 此次活动旨在提高居民自救与互救

的能力，同时加强居委微型消防站的应

急疏散能力。惠南镇安监所今后将为

居民们提供更多类似消防演练的机会，

使居民们掌握突发火灾的应变、逃生技

能。

一名参与演练活动的居民说：“下次

万一自己真的碰到火灾时就知道在逃生

时要注意什么，也知道灭火器怎么操作

了，这个活动真的很受益。”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近日，泥城

镇开展了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爱

前行”为主题的2018年第一季度党员志

愿公益活动。当天，“泥城红色先锋”党

员志愿者服务队举行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泥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党支部书记瞿梅作为全体党员志愿

者代表作出承诺：今后将尽己所能，不

计报酬，帮助他人，服务社会，践行志愿

精神，带头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

积极推进公益服务事业奉献力量。

泥城镇党建服务中心主任张恩平

介绍道，近年来，泥城镇的党员志愿者

们活跃在社区的各项公益事业中，但在

行动上相对比较分散。此次成立“泥城

红色先锋”志愿者服务队，旨在将这些

党员志愿者的力量团结起来，形成一支

党建品牌队伍，更好地为社区、为居民

提供服务。

根据自身专业优势，“泥城红色先

锋”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将分为医疗、金

融、教育等多个分队，由党建服务中心

统筹协调，参与到今后的各类公益活动

中。此外，围绕近期“美丽庭院”建设等

重点工作，党建服务中心还将组织驻区

单位、村居、机关、事业、集体单位党组

织的党员加入到“泥城红色先锋”志愿

者团队中，开展为民专题服务活动。

当天，来自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泥

城幼儿园、上汽乘用车公司临港基地等

的 60多名党员志愿者现场为社区居民

提供了就业、养老等政策咨询、汽车保

养养护知识咨询等服务。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面对春节后

务工人员应聘求职高峰，近日，周家渡街

道举办 2018 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

26家企业提供了260个岗位，现场达成招

聘意向72人。

本次招聘会提供的既有保洁、服务

员、客服等大众化岗位，也有电工、驾驶

员、育婴师、工程师等对专业技能有一

定要求的岗位，以满足不同层次求职者

对岗位的需求。据主办方介绍，今年招

聘方给出的薪酬待遇较去年有明显提

高。

为扩大招聘会的知晓度与影响力，招

聘会举行前，周家渡街道开展了一系列宣

传活动。除了致电通知、上门通知求职者

外，街道还在各居民区、社区受理中心、社

区文化中心宣传栏张贴宣传海报，并通过

上海公共招聘网、新区就业服务信息平台

等网络途径发布活动预告，有效拓宽了宣

传渠道。

招聘会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咨询区域，

为求职者提供了职业指导、创业服务、社

会保障、劳动保障等相关业务咨询服务。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周家渡会持续关注

求职人员的就业情况，对有创业需求的人

员做好跟踪服务工作，为建设宜居宜业的

“美好周家渡”而努力。

本报讯（见习记者 沈馨艺）日前，金

杨新村街道金台路 23间商铺二楼平台上

的违法建筑全部被成功拆除，这标志着街

道创建“无违”村居的首战告捷。

据了解，1996年，街道为金台路商铺

平台二楼住户统一安装了防盗铁栅栏。

近几年，却有部分二楼居民在平台上自行

搭建了铁皮屋，更有居民直接把平台整个

“包圆”，建成了铝合金阳光房，引起了其

他居民的强烈不满。

经过前期的多次沟通和协调，部分居

民已于年前自行拆除了违法建筑，而搭建

阳光房的几户居民则由街道帮助拆除。

日前，23间商铺二楼平台上的违法建筑彻

底消失。

金杨新村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创建

“无违”村居是今年金杨街道重点工作之

一。事实上，春节过后，许多居委进行了

“无违”村居创建工作的宣传，各小区纷纷

挂上宣传横幅。同时，城管中队队员和居

委干部挨家挨户地排查违建情况，收集资

料。

“我们在发放整改告知书的同时，首

先建议居民尽量自行整改，而街道也会限

期助拆，并尽可能帮助业主解决实际困

难。”金杨新村街道环境综合整治办工作

人员表示。

■本报记者 章磊 通讯员 蔡旭倩

高桥镇东街居委的张永革家庭新

近获得了浦东新区“最美家庭”和高桥

镇“十大最美家庭”称号。说起张永革

和他妻子王凤英，小区居民都会竖起

大拇指夸上一句：“这对夫妻不一般！”

张永革曾连续五年被评为川沙县

先进专职武装干部，王凤英也曾连续

三年被评为高桥石油站先进工作者。

王凤英勇救轻生女子的事迹，曾

被外高桥艺术指导中心编入了 2016
年《百姓故事选》。2016年11月5日早

晨，王凤英路过高桥港时，发现一名年

轻女子跳河轻生。她赶忙与一名路人

一起将轻生女子救了上来。

张永革也是一名热心的社区志愿

者。2017年春节前夕，他独自一人接

下了清除小区 44 幢门栋大门口小广

告的任务。铲除小广告后，再用涂料

粉刷墙面。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张永

革的双手却又红又肿。

张永革还十分热心社区文化、关

心小区文艺团队建设。2017 年“七

一”前夕，得知东街居委准备组织举办

一场纳凉晚会，张永革主动请缨，先是

出谋划策，又忙里忙外地帮忙筹备，并

参与了多个节目的演出。

居委的社区学校需要志愿者上

课，张永革听说后自告奋勇。每次上

课前，他都要精心准备。热情洋溢、声

情并茂——张永革的课受到居民的好

评。

张永革长年热心公益志愿服务，

整天在外奔波，王凤英就在家里做好

“后勤保障”，从无怨言。两人是小区

居民眼里的“模范夫妻”。

浦东女艺术家作品
展现时代芳华

“泥城红色先锋”
服务队启动
发挥党员模范作用服务社区

平凡夫妻不平凡
——记高桥镇东街居委
张永革、王凤英夫妇

金杨新村创建“无违”村居首战告捷
金台路23间商铺二楼平台上的违建全部拆除

惠南开展防灾减灾消防演练
旨在提高居民自救与互救能力

26家企业提供260个岗位

周家渡举行“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

航头青年突击队
来了“老法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