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者

章磊）昨天，“志愿领航·我心飞扬”2018
年金杨社区国际志愿者日服务活动拉

开序幕。金杨社区金和艺术团、心之初

舞蹈队、志愿服务影像部等志愿队伍利

用表演及展览的形式，将志愿成果搬上

舞台，传播志愿服务文化。同时，现场

学雷锋集市中，志愿者们为居民提供医

疗咨询、心理咨询、义诊、理发等便民服

务。

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培

英介绍，今年3月，金杨社区志愿者协会

成立志愿服务需求调研部、推广部和影

像部，希望用各种形式推广志愿服务，

打造金杨特有的志愿服务品牌。

志愿服务需求调研部通过调研，

与施乐教育联合打造高中生志愿服务

基地，通过“遇见未来的自己”高中生

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暨职业生涯体验，

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志愿服务精神。

而推广部携手金和艺术团腰鼓队，为

金杨社区打造了创新品牌项目——

“幸福敲起来”新式环保婚礼接亲，在

禁燃烟花爆竹的情况下，用腰鼓营造

喜庆氛围。另外，影像部志愿者则在

不同的场合中，用快门捕捉社区和谐

美好的画面。

此外，“雷锋侠”卡通人偶手握雷锋

日记，出现在学雷锋集市中，吸引了不

少居民合照留影。据了解，该形象由街

道设计，旨在利用更形象生动的形式，

号召居民学习雷锋精神，争当志愿者。

“今后，街道将继续做好文明路口、

学雷锋集市等志愿服务，并通过项目展

示引领、资源整合联动、积分兑换激励

等方式，进一步深化志愿服务工作，不

断提高社区文明程度和居民文明素

养。”王培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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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余达

升）“自觉主动配合阳光征收政策，主动亮

身份，积极带头签约履约。”北蔡老集镇城

中村改造征收工作日前启动，北蔡镇召开

党员大会，进行党建联建党员签约，党员

们在承诺书上签字承诺“六带头”，积极推

进城中村改造。

老集镇所在地曾是北蔡的中心区

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尽管边上还是一

片农田，这里却是北蔡最繁华的地方。但

随着周边新建筑、新社区的不断出现，老

集镇成了北蔡城市建设中的一块“洼

地”。这里住房结构差，房龄长，密度高，

基本公共服务不健全，而且里面的道路狭

窄曲折，消防车、救护车都难以通行，还存

在许多违章搭建，安全隐患突出。

北蔡镇老集镇城中村改造地块东至

莲溪路、莲溪六村、莲溪八村、莲宏苑；南

至莲园路、北蔡休闲广场；西至白莲泾、

宏莲馨苑；北至高科西路、芳芯路，涉及虹

南、香花、和平三个居委会，地块跨沪南路

东西两侧，面积 300多亩。征收涉及 1000
多户产权户，涉及征收的非居（企业）面积

总计6万平方米左右，以及约13万平方米

的不成套私房等。为进一步推进房屋征

收工作，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北蔡镇

及时成立老集镇“城中村”改造动迁临时

党支部，以党建促合力、聚民心，服务城中

村改造。

“这个地块从征收的规模来看，在新

区征收的历史上可以排进前几位。”北蔡

镇城建中心负责人表示，也正是考虑到征

收规模大、难度高，北蔡镇相关部门共同

成立了改造动迁临时党支部，以推动改造

征收的实施。

此次改造征收共涉及党员 127 人。

虹南居委会主任赵虹慧作为涉及动迁的

党员之一，第一个在承诺书上庄重签名，

以实际行动支持老集镇改造项目，其他

党员及居民也加入到签约的队伍中。按

照《北蔡镇老集镇城中村改造征收工作

党建联建承诺书》，被征收户中的党员承

诺“六带头”：带头签约履约、带头协助签

约、带头积极宣传、带头联系群众、带头

主动配合、带头纠错监督，以党建促合

力、聚民心，以实际行动做表率、树标杆，

影响和带动群众积极推进老集镇“城中

村”改造项目。

征收完成后，老集镇将进行改造，配

合北蔡镇生态化、人文化、智能化和都市

化宜居城市的目标，建设包括商办楼在内

的多种设施，服务北蔡地区的发展。

“雷锋侠”卡通人偶向居民宣传助人为乐精神。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者 章

磊）昨天，周浦镇“12·5”国际志愿者日主

题志愿服务活动在周市社区中心与周南

社区中心同时举行，“我和‘志愿’有个约

会”周浦 2018志愿文化周拉开帷幕。志

愿文化周期间，周浦计划举办4场志愿服

务活动。此外，还将有 50余场志愿活动

在各社区中心、居村开展，项目包括便民

服务、“老伙伴”关爱活动、志愿者团建拓

展等。

活动现场，全国最美志愿者方厚贤、

杨氏针灸疗法传承人杨容、上海市杰出志

愿者刘峰等一大批志愿者身穿红马甲，为

居民提供各项便民服务。在周市社区中

心会场，由刘峰领衔的周浦医院志愿队受

到了居民们的欢迎。周浦医院精神文明

办公室主任吴洁说，此次医院发动了十余

名专家，希望能让居民享受到专业、优质

的医疗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云医院”终端在志

愿活动中亮相，吸引了不少居民的目

光。上海市映山红志愿服务队队员苏

俊麟介绍，“云医院”由徐汇区中心医院

开办，不仅可以检测血脂、血压等项目，

还利用“互联网+医疗”的创新模式，可

实现网络云视频看诊、医患双方“面对

面”诊疗。“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居民可

以轻松实现线上问诊，省时省力。”他

说，“接下来，该设备将进入周浦各居

村，为更多居民送去便捷、规范的医疗

服务。”

周浦镇社区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王琳说，“我们通过此次志愿文化周，收集

志愿者们在志愿活动中的故事与感悟，之

后将借助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刊发，希望能

吸引更多人加入到志愿队伍中。”

昨天，浦兴路街道“大爱服务为社区 志愿服务家门口”志愿服务活动在三个
块域同时展开。活动由浦兴路街道综合事务办、浦兴路街道志愿者协会主办，东
陆块域、金桥南块、金桥北块承办，旨在提倡志愿者精神。图为志愿者热心解答居

民的疑问。 □徐网林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昨天，一场

以“我和志愿有个约会”为主题的爱心

义卖活动在书院镇举行，吸引了千余名

居民和志愿者。

活动现场，来自书院镇各居村、企事

业单位以及驻区企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共摆出37个摊位，蓝色的临时帐篷围

成一个小集市，玩偶、手工制品等商品琳

琅满目，供居民选购。一个上午的时间

内，义卖共募集到爱心款3万余元。

当天，书院镇的 2018年度优秀志

愿项目、优秀志愿者接受表彰。

志愿者使用“云医院”为市民量血压。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昨天是国

际志愿者日，花木街道社区志愿服务中

心举办了“12·5”国际志愿者日暨“一小

时公益”签约主题活动，号召社区企业

以一小时随手公益的“小”投入，达到社

区公益事业的“大”效应，营造奉献、友

爱的氛围。

“一小时公益”项目启动于 2014
年，已经成为花木街道志愿服务的一项

品牌。当天签约仪式上，花木街道社区

志愿服务中心与大连万达（上海）金融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人才公寓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一小时公益”志

愿服务协议。双方希望通过“碰撞”，为

公益服务带来新的尝试。

现场还举行了志愿者招募活动，吸

引了不少居民加入到志愿服务队伍中，

提升社区全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氛围，同

时开展了便民服务，包含医疗咨询、政

策宣传等。

花木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

主任张晓山表示，花木街道将结合全

国文明城区创评工作，并对接百姓需

求开展志愿服务，围绕“邻里守望”主

题，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发挥志愿者的

积极作用。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奚燕

雯）近日，康桥镇组织各自治金项目负责

人“走出去”，前往川沙新镇的南桥居委、

佳华居委，参观学习自治金项目和相关

社区治理经验。

在南桥居委所辖东都小区，参访人

员了解了该小区“绿色工作室”项目的实

施过程和自治方式，小区内各处可见居

民自发创作的清新墙绘、DIY环保绿植、

宣传牌等，这不仅美化了小区环境，也激

活了这个建造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小

区的氛围。

佳华居委所辖凯佳公寓是一个高档

商品房住宅区。通过了解居民需求、动

员居民参与、加大网络宣传等举措，小区

成功开展了个性化楼道“书香楼”、社区

大型才艺展示活动“七彩嘉年华”等自治

金项目，其中才艺展示项目从节目编排、

表演、主持到会务后勤均由居民独立完

成。

康桥镇社区办工作人员表示，通过

“走出去”，康桥镇自治金团队感受到了

其他居民区开展自治的有效经验和做

法，为真正实现居民自治积累了经验。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日前，世博

企业职工与街镇居民联手参与“爱世博

爱生活”2018年“世博杯”乒乓球赛，这

也是今年世博地区最后一场大型党群活

动。今年世博地区举办党群活动 30余

场，5000余人次参与其中，有效促进了

央地融合发展。

来自世博地区 16家单位的百余名

选手参与了乒乓球赛。最终华能集团华

东分公司代表队获团体赛冠军，地产集

团代表队获亚军，周家渡城管中队一队

获季军。

近年来，世博地区始终致力于扎实

推进党群文化品牌建设，丰富企业职工

的文化生活，通过举办各类活动，为企业

提供良好的交流平台，提升区域活力，优

化地区营商软环境。

“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

我们通过举办系列活动，增进了党员群

众和干部职工对地区发展的信心。”世博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系列

活动激发世博人进一步融入到地区改革

发展的事业中，为建设“世界级中央公共

活动区”增添活力。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王祎

轶）日前，合庆镇合庆居委的部分老年人

吃上了热腾腾的助老餐。“家门口”服务

增能，赢得居民称赞。

合庆居委是合庆镇老年人较为集中

的居村之一，部分老人因身体原因无法

自己做饭。为满足老年居民对美好生活

的需求，进一步提升社区综合为老服务

水平，合庆镇与青墩养老院合作，在合庆

开心日间服务中心开展试点，为有需求

的老人提供营养午餐。

合庆镇社建办工作人员介绍，为老

助餐服务目前只针对合庆居委辖区内，

未入住养老机构、有助餐需求的60周岁

以上老人。腿脚不便的订餐老人，居委

志愿者将提供上门送餐服务，有慢性病

或食物过敏症的老人，青墩养老院将提

供特殊餐食。

合庆镇社建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为

老助餐服务不仅注重饭菜质量，还注重

老人需求，今后他们将继续收集老人的

意见和建议，及时完善助餐模式，条件成

熟后，将为更多的合庆老人提供为老助

餐服务，让老人们都能拥有更加幸福快

乐的晚年。

金杨展示志愿服务成果

北蔡老集镇城中村改造征收启动
党员签约承诺“六带头”

浦兴志愿者为居民服务
书院举行志愿者日爱心义卖

对接百姓需求开展志愿服务
花木号召社区企业投身“一小时公益”志愿服务

周浦启动志愿文化周

康桥自治金项目
团队外出学经验

世博地区党群活动
优化营商软环境

合庆试点
为老助餐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