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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汇新城镇搭建
“公益鹊桥”
为辖区居民提供精准专业服务
开透明、竞争择优’
的工作机制，
更精准地
为辖区居民提供专业的公益服务。
”

促供需双方
“牵手结缘”
■本报记者 须双双
政府根据公众需求制定
“菜单”、社会
组织根据项目合同“做菜”。南汇新城镇
公益服务项目对接会日前举行。镇里各
办、各社区、居村委作为需求方，上海水滴
文化艺术中心等 50 家社会组织作为服务
提供方参会。
南汇新城镇社建办主任朱蓉说：
“针
对社区居民‘家门口’服务需求和社会组
织缺乏服务项目的困境，南汇新城镇以项
目对接的形式，搭建社区需求与公益服务
资源的对接桥梁，面向全市抛出橄榄枝，
吸引社会力量承接服务项目，形成‘政府
主导、社会参与、需求导向、服务民生、公

当天的对接会有摊位展示、机构路演
和互动交流等环节。南汇新城镇相关部
门和单位代表从预期服务领域、服务人
群、
项目概况等方面发布了 26 个个性化公
益服务项目需求，上海水滴文化艺术中心
等 6 家社会组织就其机构概况及项目进行
了展示和路演。在互动交流环节中，
供需
方就公益服务项目进行了讨论，
并初步达
成了共识与合作意向。此外，
主办方对与
会的 50 余家社会组织进行了项目设计和
项目申报培训。
临港家园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周燕在
对接会上“一眼相中”了水滴文化艺术中
心，双方就哪些文化活动引进
“家门口”服
务站进行了讨论。周燕说：
“对于来自五

湖四海的居民而言，
文化是一个促进大家
互相交流沟通的很好载体，
我们的服务团
队很需要专业人员的帮助。
”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新举措，
也为社会组织提供了一个自我展
示的平台，
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合作机会。

丰富
“家门口”
服务体系

今年 4 月，南汇新城镇通过第二轮需
“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对接会是一个
求排摸、上门指导、走访调研，
形成了服务
需求清单 105 项、服务资源清单 143 项、服
很好的展示机会。”上海水滴文化艺术中
心负责人顾天莺说。
务项目清单 139 项，
供全镇居村按需点单，
南汇新城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负责
全面完成
“家门口”服务站建设，
为居民提
人彭敏慧介绍，
社会组织是提供公共服务
供党群、
政务等七大类服务。
据了解，今后对接会将进入常态化，
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南汇新城镇通过设
并引入更多社会组织和品牌项目，
激发社
立扶持社会组织专项资金，
鼓励社会组织
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为构建南汇新城镇
吸收高校毕业生就业、参与规范化等级评
服务体系建设注入新活力。
估等方式，
为社会组织创造良好的发展环 “家门口”
境。目前，
南汇新城镇共有 33 家注册社会
未来，
在需求对接、项目对接、服务对
南汇新城镇还将继续完善顶
组织，还有 70 多个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 接的基础上，
层设计，
支持社会组织在南汇新城的培育
首次开展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供需对接
和发展，
拓展社区治理的广度和深度，
营造
活动，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激发社会组
处处可参与”
的社会氛围。
织活力，
促进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的一项 “人人可公益、

金杨社区
培训交通志愿者

宣桥镇凝聚青年活力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近日，宣桥镇
三灶社区筹备工作组组织团员青年代表开
展素质拓展训练，先后进行了“团队融合”
“群龙取水”
“呼吸的力量”
“抢滩登陆”
“珠
行万里”和“灭菌先锋”等 6 个拓展项目训
练，
考验了团队的指挥、配合、协作、执行力
和即时反应力。

新场举办“三廿八庙会”
本 报 讯 （记 者 须 双 双）5 月 11 日 ，
新场镇举办“三廿八庙会”民间文艺展演
活动。10 支海派文化和盐文化民俗项目
表演队分散在古镇的各个角落，用歌舞
形式展现旧时原住民的生活画卷，其中
包括水族舞、卖盐茶、打莲湘和浦东婚嫁
表演等。

航头志愿者“与爱同行”

进一步提高志愿服务水平
本报讯（记者 章磊 见习记者 沈
馨艺 通讯员 陈逸云）在金杨新村街
道，
有两条浦东文明样板路——居家桥
路与云山路。长期以来，
这里活跃着社
区文明交通志愿者的身影。日前，
金杨
社区志愿服务中心携手浦东公安分局
交警支队一大队四中队，
为社区交通路
口志愿者进行了现场培训。
交警根据社区道路交通特点，结
合自身工作经验，围绕交通劝导的方
式、礼仪、站姿站位、指挥手势、言行举
止等多方面，
为志愿者进行详细讲解，
并针对如何正确劝导行人与非机动车
遵守交通信号规定、规范有序停车等
进行指导。
此外，交警还对志愿者服务工作
岗位进行重新安排和布置，并强调志
愿服务中的安全与履行职责过程中需
要注意的事项，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影
响和带动市民，形成文明参与交通的
新风尚。
在执勤过程中，志愿者身穿统一
红马甲，手持印有“守法交通，畅行浦
东”
“文明修身，从我做起”等字样的小
旗帜，站在交叉路口进行文明引导。
他们时而上前劝导非机动车道的车主
不要闯红灯，
时而提醒行人注意安全，
不要乱穿马路，并为有需要的行人提
供帮助。
金杨社区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张琛
说，目前，社区文明交通志愿者共有
50 人，
“通过交警专业的讲解，社区文
明交通志愿者的服务水平有了进一步
提高，同时可以发挥志愿者在交通安
全宣传教育中的作用，为市民出行提
供安全保障。”

新闻速递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近日，航头镇
计生协和航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携手开展
“感恩五月与爱同行”游园踏青活动，30 余
名失独老人在暖心志愿者的陪同下，度过
了温馨快乐的一天。航头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陪伴是最好的礼物，通过这样的活动，
希望失独老人忘却孤单和悲伤，感受来自
社区大家庭的一份关怀。

惠南镇开展感恩活动

书院诗社举办
“品茶话桑麻”雅集
“风吟一曲琴，把盏坐桑林。”5 月 13 日，一批诗歌爱好者聚集在书院镇黄华村桑园，参加书院诗社的“品茶话桑麻”雅集活动，用
诗文讲书院故事。该活动由上海碧云文化艺术中心承办。图为诗歌爱好者正在分享诗歌作品。
□通讯员 姜涛 摄影报道

周家渡青年就业实训基地揭牌
本报讯 （记者 张琪 见习记者 严
静雯）5 月 11 日，
“美好周家渡”青年就业
实训基地揭牌。周家渡采取“政企训”合
作的方式，建立青年就业实训基地，创新
了
“家门口”就业服务模式。
周家渡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主任周菊介绍，
“ 政企训”就业服务模式

平凡的家庭做着平凡的事，但平凡的事却折
射了美丽的光芒。上海海洋气象台洋山港气象站
站长沈其艳扎根小洋山岛，和她的丈夫费燕军一
起，每天记录着小岛的
“风云变幻”
。
为了配合洋山深水港的筹建和论证，1997 年
上海气象局气象研究所在小洋山岛上建了一个气
象站，用于观测记录温度、湿度、风向等基本气象
要素。当时气象站离沈其艳家很近，她经常过去
玩耍，后来就进入气象站工作。
2003 年，配合洋山港区建设动迁，沈其艳把家
安在了惠南镇，但这位土生土长的“渔家女”把她
的事业继续扎根洋山岛，并成长为上海海洋气象
台洋山港气象站站长。
沈其艳回忆，当年为了配合洋山港建设，岛上
居民陆续动迁，但站点还在翻修，她只能借住在一
户居民的楼梯下，那里只够放一张床，需要爬进爬
出，夏天热醒也是常事。这还不算什么，在东海大
桥没有建成之前，她在岛上一待，起码就是一个星
期，最长甚至待过一个月。
洋山港气象站海拔 80 米，虽然不高，但沿着山

将社区、企业、培训机构三方的资源优势
整合到一起，区域内的用人单位可以根
据企业岗位用人的要求提出需求，然后
培训机构设置定向培训清单，再由街道
推荐相应的就业对象，在实训基地进行
有针对性的岗位培训对接，最终帮助失
业人员实现就业。

这一综合性的就业服务平台，为失
业人员、尤其是启航青年提供个性化“定
制”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经过三方合
作，形成优势互补的联动机制，帮助更多
青年实现就业愿望，使更多青年通过技
能培训，提升岗位竞争的能力，尽快走上
工作岗位。

扎根洋山的
“气象之家”
——记浦东 2016 年度
“最美家庭”
沈其艳家庭
路爬上去也并不轻松。沈其艳和同事们上下山的
路，都是人走多了踩出来的，与“羊肠小道”并没什
么区别。小道两边野草茂盛，天黑了让人提心吊
胆，更不用说大风大雨、烈日严寒天了。就是这样
的山路，
沈其艳临产前半个月还照样走着。
在小洋山岛上，碰上大雾、大风、台风、寒潮这
样的恶劣天气是家常便饭。设备没有自动化以
前，到了时间点必须观测记录数据。刮台风的时
候还需要每小时 1 次加密观测，这需要两个人用绳
子绑在一起去。
气象观测这条路一走就是快 20 年，温暖小家
在 背 后 的 支 持 ，让 沈 其 艳 的 坚 持 变 得 更 顺 理 成
章。丈夫费燕军长得高高大大，原本在港区工作，
怕妻子值班害怕，便经常上山陪着，帮忙运送“物
资”上山，俨然和妻子一样把气象站当成第二个

家。2010 年，费燕军也加入了洋山港气象站，主要
负责海上气象设备的维修。这份工作格外辛苦和
危险，每次出海，长则半月，最少也要 4 天，海上没
有信号，电话也不通。每次丈夫出海，风浪一起，
沈其艳就跟着担忧。
虽然辛苦，但这个家庭有着一份别样的“浪
漫”。女儿放暑假的时候正好是汛期，他们不能
请假陪女儿出去旅行，便把她也带上山一起“值
班”。
这个温暖的小家，就像岛
上一簇簇漂亮的“海蜇花”，在
小洋山岛上深深扎根，沈其艳
说：
“看看日出，看看日落，在这
万籁俱寂中享受海洋性天气
吧！”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5 月 13 日，惠
南镇各个村居组织居民开展了一系列感恩
活动。
在黄路社区，居民在老师的指导下亲
手制作 DIY 手链。徳盈居委、西城居委等
纷纷开展手工制作活动，包括制作香薰蜡
烛、口红 DIY 等。东城居委组织包馄饨活
动，
让居民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并举
行
“母亲节”健康养生知识讲座。镇社会组
织服务中心携手福华医院为居民提供中医
把脉，内科、妇科咨询，按摩理疗等义诊服
务。

老港举行园艺技能培训
本报讯 （记者 章磊 见习记者 沈馨
艺 通讯员 倪佳瑛）5 月 14 日，老港镇在大
河村举办首场
“美丽庭院”变废为宝园艺技
能培训活动。授课老师向每位家庭妇女传
授如何将垃圾桶制作成花盆、如何种植欧
式月季及日常养护注意事项等知识。在老
师的指点下，村民们利用麻绳缠绕在垃圾
桶外围，
打造成了复古的花盆。之后，
她们
将不同功能的泥土、砂石等按照规定比例
和顺序放入花盆，
并种上美丽的月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