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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头“家门口”服务精准对接居民需求

公共文化服务配送实现
“众口皆调”
■本报记者 须双双
7 月 5 日，为期两天的航头镇第四届群
众文艺创作节目汇演在镇文化服务中心
剧场落下帷幕。
“此次汇演，全镇各居村委、社区工作
站选送了 27 个原创节目，涵盖了沪剧、说
唱、时装、乐器演奏等多种艺术形式，迎合
了居民的多样化需求。”航头镇文化服务
中心主任徐斌芬说。
今年 6 月中旬，航头镇文化服务中心
通过统筹协调、整合资源，正式推出“公
共文化服务配送菜单”，实现文化资源与
社会需求的对接，近一个月来，点餐式的
“定制”配送服务赢得了居民的一致好评。

线上线下你点我送

了以往‘排片’式配送的尴尬。”镇文化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以沪剧演出为例，
农村地区沪剧爱好者多，每逢演出场场爆
棚，一座难求，但来到一些小区演出，戏迷
却不多。
“一厢情愿”的配送不仅在一定程
度上浪费了公共文化资源，更大大降低了
受众的满意度。
与此同时，随着大居居民的迁入，不
同人群对公共文化的需求差异日益增
多。为了让文化程度各异及不同文化偏
好的人群都能找到自己的“心头好”，今年
以来，航头镇文化服务中心结合大调研工
作，走访居村，倾听群众呼声，进行统筹
安排，并最终形成了首份“公共文化服务
配送菜单”
。
同时，航头镇还建立了资源准入和退
出机制，根据居民评价和反馈调整菜单内
容，做到配送资源“优胜劣汰”，保证配送
产品的质量。

大合唱、时装表演、沪剧、小提琴演奏
……打开“公共文化服务配送菜单”手册，
包括主题巡演、文化交流、专场演出、专题
原创节目遍地开花
讲座、文化辅导、沪剧沙龙、公益电影和展
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配送内容实现
览展示在内的八大类目录共 200 多个节目
陈列“待选”。通过传统配送项目和自选 ‘众口皆调’，这离不开背后百花齐放的群
项目的组合，在全镇范围内形成“月月有
文团队。此次公共文化服务配送菜单中，
主题、全年都精彩”的文化生活新局面。
除了引进的部分市区级优秀文化团队外，
目前，这份“公共文化服务配送菜单” 大部分节目均为原创，参与排演的则是来
已经发送至全镇各居村，并张贴在各单位
自航头镇各居村的基层文艺团队。
宣传栏。根据居民提出的建议和想法，由
据了解，在此次公共文化服务配送菜
居村文化条线干部提前两周向镇文化服
单征集初期，共收到 39 个居村、社区工作
务中心“点单”，被点到的节目将在村宅或
站选送的 117 支团队的各类节目，经过层
社区内的
“百姓小舞台”及睦邻点演出。
层筛选，才形成最终菜单。
据了解，航头镇“公共文化服务配送
近年来，航头镇通过打造“百姓小舞
菜单”还开通了线上“点单”渠道。居村文
台”、开辟曲艺沙龙文化阵地、选派文化辅
化条线干部“点单”公共文化服务，可开启
导员等，挖掘和培养了一批文艺骨干和文
在线“淘宝”模式，一键下单，预约“送节
化团队。
目”，不用线下提交申请，更加便捷。
“推出配送菜单，不仅丰富了‘家门
口’文化服务，更借此契机，为基层文艺团
队搭建了一个交流切磋、展示风采的舞
配送节目
“问需于民”
台，通过家门口的文化‘走亲戚’，增强了
“想看什么演出由观众说了算，免去
基层文艺团队的活力与自信。”徐斌芬说。

康桥启动文化资源配送

文化大餐送到居民
“家门口”
本报讯 （记者 章磊 通讯员 范丹瑛）
近日，康桥镇文化服务中心启动文化资源
配送工作，为居民送上文艺演出和培训。
接下去的 4 个月内，一道道文化大餐将按
需送到居民
“家门口”
。
7 月 4 日，梓潼居民区的居民迎来文化
资源配送的首场演出——康桥浦文沪剧团
带来的康桥乡音沪剧专场。次日，康桥滚
灯队和康馨艺社给汤巷馨村的居民送上了
《放飞心中梦》综艺专场。而各种类型的培
训，早在 7 月初就开始在各居村展开。
康桥镇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林勤德介
绍，本次文化资源配送工作涉及戏曲类、综
艺类、声乐类等演出，共有 15 个节目，培训
则包括音乐、舞蹈、戏曲、曲艺、艺术和健
身，共有 24 位辅导员。

“文化服务中心前期进行了调研，了解
各居村居民的不同需求，随后与镇里的文
艺团队和辅导老师沟通，让他们提供各自
的节目和培训内容，交由各居村按需点单，
双方再确定具体时间。”林勤德说。
这样的点单模式，满足了各居村不同
需求，受到广泛好评。梓潼居民区的一位
居民在看了演出后说：
“现在在家门口就能
看沪剧，大家聚在一起也热闹。”不少文艺
爱好者更是期待着辅导老师能尽早来给他
们上课。
林勤德说，之前的文化资源配送，主
要集中在 7、8 月，这次延长了两个月，就
是为了让文化配送工作惠及更多居民，
让 大 家 在“ 家 门 口 ”能 享 受 更 长 久 的 快
乐。

洋泾启动
“舌尖养老”项目
助餐点服务环境大获提升
本报讯 （记者 赵天予）老年人的吃
饭问题是许多街镇聚焦的一项民生重点，
洋泾街道对此也开展了一系列的调研。
日前，洋泾街道以巨野路 191 号社区食堂
为标杆，在全街道 7 家助餐点启动“舌尖养
老”项目。
“菜品种类较少，口味单一”
“ 环境设
施老旧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就餐需求”
“受困于人力及资金配备不足，运营升级
发展困难”……通过调研，洋泾街道收集
到了不少“痛点”，这也成为了此次助餐点
升级改造的目标。
海 院 助 餐 点 经 过 两 个 月 的 施 工 ，重
新对社区老年人开放。据悉，工程中社
区服务办专门成立了助餐项目小组，联
合项目办、物业等部门，对助餐点进行维
修改建，解决了渗水、墙裙发霉、白蚁灾
害、门框腐烂、地板破损、下水道堵塞等
问题。
此次工程还在助餐点内增设了保温
台 、风 扇 等 设 施 设 备 ，提 升 老 人 用 餐 环

境。同时，助餐点入口处改换用采光度高
的双开玻璃大门，并增设雨棚、安全扶手、
无障碍设施，以便老人安全通行，打造焕
然一新的用餐环境。
在价格与菜品方面，升级后的海院助
餐点采用预售套餐票制，价格为 12 元一
餐，包括一大荤、一小荤、一素菜、米饭与
汤，凭票可在供餐时间段用餐。每天，助
餐点都将提供三种大荤、二种小荤、三种
素菜等菜品，提升个性化的选择空间。
此外，助餐点墙壁上还增设了养生饮
食 宣 传 栏 ，宣 传 一 些 时 令 健 康 、饮 食 知
识。面对崭新的助餐点，前来用餐的老人
纷纷点赞。据统计，重新开张后助餐点日
均用餐服务人次明显提高，约是之前的 5
倍。
“为了让‘家门口’的老年助餐服务
更优质，用餐环境更舒适，我们将不懈努
力，建设完善的‘舌尖养老’体系，满足老
人的用餐需求。”洋泾街道相关负责人表
示。

曹路举办中俄油画艺术家作品展
7 月 7 日，
“2018 中俄油画艺术家优秀作品展”在曹路金海文化艺术中心开幕，共展出近百幅中俄油画家的作品。该展览由浦东
新区金海文化艺术中心和上海树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展期一个月。图为参观者正在欣赏中俄艺术家的作品。
□徐网林 摄影报道

金杨公益市集汇聚爱心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者
章磊）日前，2018 金杨社区“心益仲夏”
公益市集活动举行，来自社区、企业和
社会组织的爱心再次汇聚。
当天，义卖区吸引了 40 家单位参
与设摊。除了品类繁多、琳琅满目的物
件外，还有旧衣换蔬菜等倡导环保的公
益活动。有居民说，每次公益市集活动
自己都会积极参与，这里物品精美、价
格优惠，
因此每次都能满载而归。
同时，本次义卖还专设学生专场。
来自陆行中学、香山小学的学生们不仅
在摊位前卖力吆喝，还主动出击，走到
人群中推销自己带来的货品。学校带
队老师说，让孩子们参加公益市集除了
培养他们热心公益、乐于助人的品德，

还锻炼了他们与人沟通交往的能力。
另一边，金杨新村街道少数民族联
合会分会成员为居民带来了精彩的歌
舞表演。
《丝绸之路》
《珊瑚颂》
《金色田
野》……婉转的曲调、悠扬的歌声和充
满异域风情的舞蹈将现场气氛烘托得
更加热烈。
据了解，本次活动所募集的数千元
善款将全部用于资助金杨社区公益慈
善事业。
金杨社区公益基金会每季度都会
在社区举行公益市集活动，旨在为社
区搭建公益平台，为社区居民、爱心企
业及社会组织搭建公益桥梁，在社区
里营造公益氛围，促进美好金杨家园
建设。

老港开展“爱心传递”暑期活动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者
章磊）7 月 9 日，老港镇“爱心传递 义务
家教”暑期活动在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举行。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播放教学
视频、现场示范，以及手把手教学，传授
给孩子们许愿瓶的制作方法。孩子们

与志愿者相互配合，用玻璃瓶、多种颜
色的细沙、小贝壳等材料，共同完成许
愿瓶的制作。
老港镇相关工作人员说，该活动旨
在丰富未成年人的暑期生活，让孩子们
学会思考，提高动手能力，进一步促进
他们的智力发展。

新场镇推进
缤纷社区项目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近日，新场
镇组织召开 2018 年缤纷社区项目初步
方案汇报与意见征询会，社区规划师、
居民代表以及规建办、社区办、土地所、
居村委相关负责人等，共同为缤纷社区
项目建言献策。
当天，设计团队就坦直美丽缤纷社
区项目、笋中路新艺路项目汇报设计方
案。其中，坦直美丽缤纷社区项目目标
是景观提升，在对原有护岸加装护围栏
的同时，
设计广场、园路、休闲座椅、健身
设施等，为附近居民提供户外休闲空
间。而笋中路新艺路项目目标是通过对
原有设施及绿化的翻新并增加设施，提
升居民满意度、
幸福感。
听取汇报后，居村委负责人和居民
代表献言献策，对点位设计、功能设置
等提出了建议。社区规划师则结合居
民代表、部门的意见，对方案的后续深
化进行指导。
规建办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听取多
方建议及意见后将尽快对设计方案进
行优化改善，预计 9 月底前完成两个项
目的建设工作，提升社区空间品质，打
造有特色的社区环境。

第 16 届 ChinaJoy 下月登陆浦东
设 15 个展馆，
展位面积达 17 万平米
第 16 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
会（ChinaJoy）将于 8 月 3 日至 6 日在上海
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 ChinaJoy 以
“新科技 新娱乐 新价值”为主题，突出
科技新动能、娱乐正能量、内容新价值，
将通过展览展示、系列峰会论坛和大型
活动，综合呈现数字娱乐产业的最新发
展成果和未来发展趋势。
每年的 ChinaJoy 都会增添新亮点，
今年同样如此。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本届 ChinaJoy 连同人民网首设“中
国数字文创产业成果展示区”，该展区
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我国数字文创
产业改革开放发展的全新历程。
同时，展会将设立针对普通观众的
BTOC 互动娱乐展示区，以及针对专业

人士的 BTOB 综合商务洽谈区。同期还
将举办第三届国际智能娱乐硬件展览会
和第五届中国国际动漫及衍生品授权展
览会，整体规模达 15 个展馆、共计 17 万
平方米。
其中，BTOC 互动娱乐展示区将以
特装方式展示数字娱乐领域的最新产
品 ，汇 聚 近 300 家 中 外 数 字 娱 乐 企 业 ；
BTOB 综合商务洽谈区将开展数字娱乐
产品出口、进口、跨领域交易洽商等业
务，商务洽谈意向交易金额预计将达 5 亿
美元；第三届国际智能娱乐硬件展览会
展商总数将达近 100 家，预计数百款 VR/
AR、智能娱乐硬件产品将进行现场展
示。
为了加强上海“电竞之都”品牌影响

力建设，今年 ChinaJoy 期间，组委会还将
举办“全球电竞大会”，并邀请全球顶尖
电竞企业以及电竞战队、直播平台等，从
多角度、多维度、多领域讨论全球电子竞
技产业发展的趋势，以推动上海电竞产
业规范健康长远发展。
此外，ChinaJoy Cover Coser 封面大
赛、ChinaJoy Cosplay 嘉年华全国大赛、
ChinaJoy 舞艺超群全国舞团盛典、China⁃
Joy Live 音乐嘉年华、ChinaJoy 电子竞技
大赛、国际机器人嘉年华等精彩纷呈的
嘉年华活动也将在 ChinaJoy 期间举办。
这些活动进一步充实、丰富了 ChinaJoy
的数字娱乐品牌活动，并将优秀中华传
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传达给爱好者及广
大年轻群体。
（拉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