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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带头 村民竞相出力

宣桥
“美丽庭院”建设全民总动员
■本报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乔曦丽
宣桥镇新安村村民周鹤如今每天都
要到家门前的“留亭”转一转，打扫卫生，
浇花除草。
“村里推进‘美丽庭院’建设，把
家门口收拾得这么漂亮，我们当然要出一
份力才行。”老周说。今年以来，宣桥镇推
进“美丽庭院”建设，通过评选星级家庭、
建立奖励机制等方式调动村民参与创建
的积极性，在试点村组涌现出了一批党员
先锋模范和热心村民竞相出力，以实际行
动为
“美丽庭院”添砖加瓦。

村民主动腾地造
“景点”
位于新安村 9 组的“留亭花影”是新
安村美丽庭院建设成果——
“新安十景”
之一，
“ 留亭”寓意把人留住，让年轻人常
回家看看。入夏以来，这个青砖旧瓦铺就
的小院落里繁花似锦，成为村民闲话家
常，休闲小憩的好去处。
这方公共空间，原是老周家的一块闲
置空地。在“美丽庭院”建设推进过程中，
老周自觉参与建设，主动将空地腾挪，并
拆除破损墙壁，清理垃圾杂物，配合支持
“留亭花影”的打造。看着往年杂草丛生
的废弃空地旧貌换新颜，老周还主动担当
起护绿员，打理花卉盆栽。
“要把群众发动起来，让群众参与进
来。
”
这是宣桥镇在
“美丽庭院”
建设推进过
程中践行的宗旨。早在
“美丽庭院”
建设推
进之初，宣桥镇召开镇美丽庭院建设动员

大会，试点村召开两委班子、村民组长、村
民代表、党员、妇女队长等各类会议，还组
织试点区域全体农户代表赴航头考察，激
发农户的爱美向往。同时，
通过下发《美丽
庭院倡议书》、
张挂横幅、
开展各类活动，
在
全镇范围内营造共建
“美丽庭院”
的氛围。

乡间农宅成党建新阵地
在推进“美丽庭院”建设的过程中，宣
桥镇注重强化中心、站、点、岗的四级党建
引领，将党建服务点延伸到田间地头，助
力美丽庭院建设。
新安村 255 号是新安 5 组的“方阿姨”
党建服务点，也是老党员方引南的家。方
阿姨曾是新安大队党支部书记，也是一名
上海市劳模，退休不退党员本色的她，依
然热心于村里的各项工作。得知村小组
要建设党建服务点，方阿姨二话不说，不
仅主动无偿腾出自家新房，为党员和村民
提供学习、活动的固定场所，还自掏腰包
购置假山、绿植装点庭院环境。
“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村里建
设做点事，觉得很开心。”方阿姨说。如
今，
“ 方阿姨”党建服务点不仅是村里“美
丽庭院”的模范户，更是党群联络的新阵
地，为党员群众对“美丽庭院”建设建言献
策提供了一个面对面沟通交流的平台。

激发妇女力量参与建设
自“美丽庭院”建设工作开展以来，新

安村 5 组的村民小组长宋杏英就成了“美
丽庭院”建设的“宣传员”。她走村入户发
放告知书，上门做村民思想工作，向村民
宣传“美丽庭院”建设是件美化生活环境、
提高生活质量、丰富村民生活的好事体。
在新安村，像宋杏英一样为“美丽庭
院”出力的妇女干部还有不少。她们中，
有人主动将自家庭院进行“大扫除”，有人
加入巾帼志愿者队伍，帮助村民共同整理
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
为了激发妇女群众在“美丽庭院”建
设中的活力，宣桥镇利用“三八”国际妇女
节丽人体验日，将体验点延伸到美丽庭院
试点村，镇妇联联合万祥镇妇联、大团镇
妇联组织“巾帼助力、共美庭院”双学双比
徒步竞赛活动，提升庭院创建的知晓率和
参与度；此外还开设了“传统文化·家庭成
长计划”项目，鼓励试点区域家庭母子共
同参与国学国艺成长课程，提升家庭文化
素养，
为
“美丽庭院”注入更多文化内涵。
宣桥镇妇联针对“美丽庭院”建设试
点区域内家庭，发放“美丽星星卡”，以参
与志愿活动获取积分，兑换小礼品等方
式，
引导村民自主参与
“美丽庭院”建设。
宣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下阶段，宣
桥镇将全面实施微景观和绿化庭院建设，
动员农户因地制宜建设“小三园”，做到移
步换景、步步有景；同时开展家风家训征
集活动、星级户的创评、挂牌和表彰活动
等，弘扬文明新风。此外，宣桥镇将探索
美丽庭院长效管理机制，深入推进美丽庭
院建设。

老照片讲述泥城变化
6 月 11 日，
“泥城镇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老照片展览”拉开帷幕，40 多张珍贵的老
照片，
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泥城的巨变。
今年年初，泥城镇发起“那片珍藏的记忆”老照片征集活动，向居民群众征集老照
片，回顾家乡变化发展。征集活动中，收到了不少居民的投稿，此次展览选取了居民投
稿中较具代表性的照片进行展示，内容包括泥城名胜古迹、老街道、老住宅、家庭人物、
纪念照以及反映泥城重大事件和生产建设、
社会生活等的画面记录。
相关负责人表示，展览旨在让更多年轻一代了解长辈经历和家乡历史，见证泥城
的发展，激发当代建设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信心和决心。图为居民在观
看老照片。
□本报记者 须双双 文 朱泉春 摄

唐镇少数民族孩子参观消防队
本报讯 （记者 章磊 通讯员 华诗
文 顾文燕）
“原来消防车里是这样的”
“消
防员叔叔的被子叠得真好”……近日，浦
东新区少数民族联合会唐镇分会组织亲
子教育实践活动，30 多名来自各民族的
孩子在家长陪同下，参观了唐镇消防中
队。
在消防员的带领下，孩子们接受了消
防知识教育：听关于消防车结构、随车器
材装备的讲解；亲自登上消防车、观看出
警表演；走进消防员的生活场所，观看他

们叠被子。参观环节结束，孩子们为消防
员送上了锦旗、鲜花和书籍作为感谢。
随后，孩子们还与消防队员一起提
前庆祝了端午节。身穿民族服装的孩子
们，为消防员们送上了小香囊，消防员们
则帮孩子们佩戴上了端午祈福蛋兜。
浦东新区少数民族联合会唐镇分会
相关人员介绍，这次组织参观消防中队的
活动，让唐镇的各民族少年儿童了解了消
防知识、增强了安全意识，希望孩子们平
安快乐地度过即将到来的暑假。

康桥特保队员挺身灭火受人夸

观摩人员通过 VR 眼镜进行操作安全体验。

□本报记者 须双双 摄

VR 体验区助力建筑工地安全教育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
“请注意，您
已坠落受伤，坠落原因是缺少高空防护
保护措施……”6 月 8 日，一堂别开生面
的安全教育课在新场镇举行。由浦东新
区安全质量监督站惠南分站主办，中建
二局上海分公司浦东新场项目承办的安
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浦东新区惠南分场
安全咨询日现场观摩会活动，吸引了 300
多名工程项目负责人、施工工人等参与
观摩。
与传统的宣传展示不同，活动现场设

置 了 科 技 感 十 足 的 VR 安 全 教 育 体 验
区。如同看 3D 电影一样，体验者戴上 VR
眼镜后，可以从视觉、听觉、触觉延伸整体
感官，整个工程建筑逼真地展示在眼前，
仿佛触手可及。体验中设置的各个危险
源环节，能让体验者真切地感受到违规操
作所带来严重后果。而造成这些伤害和
后果的原因，在每个环节结束后也会给出
相应总结，以便引起体验者的思考和反
省，达到教育目的。
此 外 ，现 场 还 实 地 搭 设 了 高 空 坠

落 、重 物 撞 击 等 多 种 安 全 体 验 项 目 ，通
过体验式教育让参与者真实感受到各
种不安全操作行为的潜在危害，以及当
危害发生时该如何有效应对。这种“科
技感+体验式”的安全入场教育不仅增强
了工友们的安全知识学习兴趣，也提高
了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
护意识。
当天，与会人员对中建二局浦东新场
项目样板区、施工现场进行了观摩，近距
离体验交流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本报讯 （记者 章磊 通讯员 凌亮）
近日，
康桥镇秀雅居民区党支部书记顾青
来到镇群租整治办，
向特保队送上锦旗和
感谢信，
感谢他们奋不顾身扑灭大火。
事情发生在 5 月 24 日下午 4 点左右，
位于汤巷雅苑的居民区综治站接到群众
求助：
秀怡苑 32 号楼底有明火冒出。
32 号楼共有 11 层，33 户居民，人数约
有 100 多人，其中高层还住着不少老人和
孩子。居民区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发现，
一
楼空调排管口处有明火，火势迅猛，已窜
至 3 楼通风口，紧挨着的煤气管道已经被

烧得通红，
随时有可能发生爆炸。
综治站工作人员急忙组织人员疏散
居民。与此同时，
康桥镇群租整治办特保
队在秀怡苑执勤时也发现了这一情况，
队
员们立刻加入到灭火中。特保队队长指
挥队员们检查电梯内是否有人被困，
同时
查找火源，
并通知物业公司切断电源。
发现火源后，
居民区工作人员和特保
队员立刻展开灭火工作，有效控制了火
情。此时，消防官兵也赶到现场，特保队
员这才默默离开现场。特保队员见义勇
为的事迹在居民区传开，
得到一致好评。

周浦职工用骑行感受浦东巨变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者 章
磊）6 月 10 日，伴随一声发令枪响，近 150
名穿着统一服装的骑手驶出起点，拉开了
周浦镇“辉煌二十八 我们再出发”骑行
活动的序幕。参与骑行的选手都是周浦
镇内企业的职工，他们用骑行的方式感受
浦东巨变。
本次骑行全程 15 公里，骑行路线从

老白渡绿地潍坊广场出发，途经世博园
区、后滩商务区，到达前滩，然后折返回到
出发点。
周浦镇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说，
“ 这次
活动为镇内职工提供了一个相互沟通、相
互交流的机会，同时也让大家在骑行中进
一步了解浦东的地域文化与风貌，感受改
革开放 28 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

“东明杯”粽子球比赛落幕

金杨新村吹响
“金羊号”整治扰民夜排档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者 章
磊 通讯员 方平平 毛慧玲）日前，金杨新
村街道城管中队联合公安、市场监管所等
部门，启动了代号为“金羊号”的夜排档专
项集中整治工作。
金杨新村街道城管中队队长李雄介
绍，
夜排档是城市管理顽症中的顽症，
尤其
是夏季，社区里大大小小的夜排档严重影
响市容环境，
困扰周边居民正常生活起居，
导致市民投诉不断。为解决这一问题，街

道城管中队通过巡查和对热线投诉进行数
据分析，
确定了夏季夜排档专项整治方案，
并将行动命名为
“金羊号”
。
6 月 5 日，首次“金羊 1 号”集中整治专
项行动中，街道共出动人员 45 人次，车辆
保障 11 辆次，暂扣经营工具 3 卡车，取缔
集聚摊位 4 处、违法经营 10 户，有效震慑
了区域内的违法经营行为，促进夜间市容
秩序的改善。6 月 7 日，
“金羊 2 号”夜间违
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再次出击，当晚的联

合 执 法 共 出 动 52 人 次 ，车 辆 保 障 12 辆
次。行动中，队员对工地负责人进行教
育，叮嘱高考期间不能施工；教育商户文
明经营，不能乱倒餐厨垃圾等。当天整治
行动中，发现占道设摊情况 3 处、跨门经
营 7 处、封门破墙 1 处。
根据整治计划，街道城管中队今后还
将不定期组织“金羊号”系列行动，巩固成
效，防止回潮，为居民创建一个安宁、有序
的生活环境。

本报讯 （记者 赵天予）近日，2018
上海城市业余联赛“东明杯”粽子球比赛
在三林中学北校举行。来自全市各地共
52 支参赛队、300 余名运动员竞相角逐，
一双双灵巧的手，将粽子形的小球拍得灵
动飞舞。
参赛选手中，既有来自东明路街道、
塘桥街道、书院镇、周浦镇等浦东街镇的
代表队，也有来自徐家汇体育健身俱乐部
等其他区的粽子球爱好者，上海体育学院
等专业力量也参与其中。
最终，上海体育学院代表队以 113 分
的成绩获得团队第一名，东明路街道、高

桥镇代表队紧随其后。来自金杨新村街
道代表队的黄志俊、豫园社区体育健身俱
乐部二队的王才女分别获得男子组、女子
组第一名。
粽子球是全民健身活动中的一项新
兴体育项目，1992 年被国家体委列为“中
国大众体育记录项目”
，
1996 年入选
“中华
健身方法”、被国家体委批准在全国推广，
1998 年被列为上海市民健身节系列活动
之一。2006 年，
东明路街道开始将粽子球
运动引入社区学校课堂，在社区进行推
广，并举办粽子球邀请赛、自创粽子球操，
将粽子球培育成为东明的一张文化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