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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须双双

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实现城镇运行

管理工作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发展。

日前，书院镇评选出首届“最美城运人”，

在环境整治、应急处置等方面涌现出的先

进个人和集体获表彰。

急民所急化解矛盾

表彰会上，由书院城运人带来的情景

剧《当热线电话响起……》赢得了阵阵掌

声。原来，这个故事改编自真实发生的案

例。

2018年夏天，正值全国高考前期，家

住书院镇馨苑小区的小张（化名）正在全

力备考，然而此时楼下却传来机械冲击锤

的阵阵“哒哒”声。原来，这几天，小区有

个电信施工项目正在赶工期。

“孩子高考是件大事，拜托你们想想

办法吧。”无奈之下，小张妈妈拨通了镇城

运中心的热线电话。工作人员接到电话

后，立即联系镇安全生产监管所，和相关

人员一起赶到了现场。经实地察看，发现

项目停工有难度，因为关系到小区电信网

提速畅通，工期又很紧，可另一边，又关系

到一个孩子的前程。

怎么办？经协商，决定由项目承包方

出资让小张在附近宾馆暂住一个周末，施

工队则抓紧在两天内完成施工。一举两得

的方案让小张一家和项目承包方皆大欢

喜，一场居民和工地的矛盾就此化解。

深化联勤安度汛期

当天，书院镇“五违”处置中心等 10
个班组集体获得 2018 年书院镇“最美城

运人”先进集体称号，王叶军等 73人获评

“最美城运人”。

东场居委会主任王叶军回忆了去年

夏天 10号台风“安比”来袭时的场景。东

场社区是个老小区，各项公共基础设施陈

旧，防汛压力大。居委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连日巡查防汛设施，对雨水井口开展清

理；派出所民警、城管队员等，来到塘下公

路和桃园路两侧的简易棚内，对外来务工

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劝离；房办、镇消防

队则在雨势集中时进行现场强排。“能够

安全度汛，离不开镇各职能部门、相关单

位的大力支持。”他说。

深化联勤联动，是书院镇城运中心探

索城市运行管理的重点举措之一。去年

年初，书院镇制定了《推进城市运行综合

管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将全镇 42个职

能部门、企事业单位、居村全部纳入城运

管理体系，形成了“上下联动、条块结合、

齐抓共管”的城镇运行管理格局，为精细

化管理、高效处置奠定基础。

助力“家门口”服务提质增能

除了表彰“最美城运人”，书院镇还对

“美丽庭院”建设和“家门口”服务提质增

能工作进行了再部署。

会上，副镇长蔡奇芳与镇城运中心、

桃园村签订 2019年书院镇城市运行综合

管理工作目标责任书，与塘北村、东场居

委签订 2019年书院镇河长制工作目标责

任书。19个居村签订城运管理和河道管

理工作双责任书、26家镇属企事业单位签

订城运管理责任书，进一步明确目标任

务，责任层层传递，强化职责分工。

据了解，2018年，该镇城运办、城运中

心、河长办在推广垃圾分类、推进河道整

治工作中担当起中坚力量，为推进“美丽

庭院”建设添砖加瓦。2019年，书院镇将

以垃圾分类、河长制等为抓手，进一步助

推“美丽庭院”长治久美。

同时，针对“家门口”服务“四站一室”

建设中涉及到的联勤联动站，城运中心将

实现镇城运平台、4个镇属联勤联动站、村

居联勤联动站实时点对点连线，做到有值

守、有巡察、指挥统一、高效处置，进一步

提升城运管理水平。

书院镇评选出73名“最美城运人”

精细化人性化管理“绣”出城镇和谐

本报讯（记者 陈烁 通讯员 陈志

强）近日，浦东新区大团镇文化服务中心

组织了一支文体志愿服务轻骑队，深入到

南大居委、赵桥村、扶栏村、果园村等 21
个居村委开展巡回演出，把文化服务送到

百姓家门口。

这支以“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为

主题的文艺队伍，带去的演出内容有沪剧

折子戏、舞蹈、小品等，都是当地百姓喜闻

乐见的节目，内容生动活泼，充满乡土气

息，寓教于乐。每当巡回演出来到居村现

场，就会吸引很多居村民观看，掌声、笑声

不断。

据了解，大团镇拥有许多民间艺术

“达人”。近年来，大团镇文化服务中心邀

请专家上门指导，开展文体培训项目，吸

引了众多居民参与。去年，大团镇为社区

文体骨干举办了腰鼓、合唱、国画、空竹、

舞蹈、男子拍打操、民族舞、柔力球、时装

表演等60多期培训，有3000多人参加。

通过邀请专业老师授课、集中培训指

导、以点带面滚动的模式，大团镇群众文

体活动快速发展，培养了 70多支各具特

色的文艺小分队，包括戏迷俱乐部、舞蹈

队、腰鼓队、秧歌队、拳操队、健身操队、扇

子舞队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绽放光彩，成为文

艺小分队的组成部分。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锣鼓书，也有一支演唱队，在文艺

演出中经常登台演出，使古老的民间曲艺

获得新生。

如今，这些“草根”文艺队伍经常走街

进村，为乡邻们送去一道道精神大餐。每

月的 5 日、15 日、17 日、30 日，都会举行

“戏曲大家唱”“百姓戏台”“优秀团队月月

演”等展示演出活动，受到居村民欢迎。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土布包、土布

纸巾盒、土布围裙……在妇女们的一双双

巧手下，浦东土布焕发新生。近日，一场

“妇女+非遗”文创公益系列活动在新场

镇新南村村民活动中心举行。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 2019 年浦东妇

联妇女儿童家庭服务项目“‘妇女+非遗’

文创公益系列活动——分中心服务平台

助力女性发展”的一个特色项目，旨在通

过“导师+村民+居家就业”的方式，帮助

妇女姐妹们实现家门口的就业。

由新场镇进行传承保护的“浦东土布

纺织技艺”也是区级非遗项目，其技艺距

今至少已有 500年历史。浦东土布门面

阔、布料光洁，图案类型大致可分为芦席

纹、提花踏布、上海格子、链条布、豆子花

布和特色的蓝印花布等，各种类型还可细

分出上百种不同的图案。

当天，在导师指导下，女村民带着各

自家中的土布，学做“土布手包”。制作过

程中，大家还和导师探讨了土布的拼接方

法，集思广益，让产品看起来更加时尚。

“吾伲也要再去教别人，让更多的村民学

会制作，开始创业啦！”一名村民高兴地

说。

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创新创意，不

仅能让土布这一非遗文化得到弘扬与传

承，同时希望让更多的姐妹们学到一技之

长，帮助土布工艺品走向市场，带动美丽

乡村的经济发展。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近日，一

批诗人、评论家、朗诵家，与几名浦东

老开发人一同，汇聚在浦东图书馆，参

加红色诗人桂兴华新作《啊，世纪大

道》初稿朗诵研讨会。

长诗《啊，世纪大道》是桂兴华献

给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的贺礼。分

为序、地标篇、纪念篇、人物篇、尾声 5
部分，由25首诗歌组成。“用诗歌回顾

新浦东 30年的历程，从重要节点、地

标入手，描绘浦东开发开放30年的变

迁。”桂兴华表示，他希望用诗歌和朗

诵的形式，让更多人感受浦东巨变，勇

担新的使命。活动现场，桂兴华还将

经过反复修改的长诗手稿，捐赠给浦

东图书馆。

桂兴华曾在塘桥生活了 8 年，而

他在塘桥街道成立的诗歌工作室也已

经拥有8年历史，他也在长诗中，表达

了对塘桥人、事、物的情感。长诗纪念

篇部分选取了《一肩搬来入海口》，描

绘了旧上海码头工人的生活，与新时

代塘桥非遗项目“上海港码头号子”的

传承发展。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曹宣）

“3·12”植树节当天，曹路镇进行了多场植

树增绿活动，为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添

砖加瓦”。

曹路镇和上海杉达学院联合开展了

“青春曹路·绿动杉达”上海杉达学院·曹

路镇百名青年共建“共青林”活动，双方

单位领导共同为“杉青樱花林”揭牌。30
棵樱花树苗也在大家挥铲破土中扎根土

壤。另一边，曹路镇机关的“曹小路们”

也集体出动，挖坑、栽树、盖土……一个

上午共种植栾树、榉树、女贞等 300 余

棵。

曹路镇相关领导在活动上号召全镇

机关、学校、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广大

团员青年们积极行动起来，广泛深入开展

义务植树活动，为打造宜居宜业宜学美丽

新曹路贡献青春力量。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本月下旬，惠

南镇将推出“桃花映惠南，庭院焕新颜”主

题骑游活动，借桃花节开幕契机，推广惠

南旅游品牌。

据了解，骑游活动将在3月24日桃花

节开幕式当天举行，路线全程约12公里，

途经南汇桃花村、1979创梦园以及奥运冠

军钟天使的家乡海沈村，串联起一条融合

人文、生态的特色线路，骑手们不仅能欣

赏到桃花美景、感受“美丽庭院”创建成

果，还能来到惠南创业阵地，了解多样化

的孵化项目。沿途还将有一系列的互动

小游戏。凡参加的选手和团队将免费参

观桃花村等景点并获得1个骑游大礼包。

目前，“桃花映惠南，庭院焕新颜”主

题骑游活动正同步招募志愿者，主要负责

维持现场秩序，协助骑友签到和领取物

资，提供应急服务等，自行车运动爱好者

和公益达人可通过“幸福惠南”微信公众

号渠道报名参加相关活动。

本报讯（记者 陈烁）在沪东新村街

道第十季“微心愿”活动中，沪一居民区提

出了这样一个心愿：居民计划在家门口打

造自治小花园，希望得到专业人士的指

导，并添置一些小植物。“3·12”植树节当

天，沪东新村街道绿化市容管理事务中心

的工作人员前往沪一居民区，帮居民实现

了这个心愿。

沪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史晨蕾介绍，

沪一居民区是一个老小区，年代久了，绿

化养护不到位。小区29号楼里有几名居

民爱好养花种花，就想把家门口的环境美

化一下，自己动手打造一个小花园。去年

12月，几名居民种上了一些花，可是并不

太规整。居委会、物业和业委会商量后，

帮他们围上了栅栏，物业还帮忙翻了翻

土，但仍没有达到美化效果。

“居民们找到居委会，希望得到一些

专业指导，把家门口的自治小花园再改进

一下，可我们并没有专业力量。”史晨蕾

说，恰巧，街道新一季的“微心愿”启动，她

便建议居民们把这一需求作为一个微心

愿提出。这一“微心愿”发布后，很快被街

道绿化市容管理事务中心认领。

植树节当天，街道绿化市容中心的工

作人员来到沪一小区，给居民们介绍了常

见家庭绿植的养护方法，并与居民互动答

疑解惑，还来到29号楼前的小花园，指导

居民又种下一些花草，帮助许愿的居民改

造花园。虽然刚种好的花儿还未长开，但

在专业指导和居民的自治打造下，小花园

更显得生机盎然了。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王欣）近日，金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

过举行中医养生糕点制作比赛，传递

中医“医食同源”“药食同源”的饮食养

生理念，弘扬中医传统文化。

来自金桥镇3所养护院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4支队伍参加比赛。比

赛中，选手们向来宾们展示了紫薯山

药糕、南瓜糕搭配参芪五味养生茶等

精心制作的作品。糕点香甜，茶饮清

新，让大家领略了中医食疗中独特的

视觉和味觉之美。现场还播放了制作

过程视频，让评委充分了解参赛糕点。

评委们以是否适合老年人健康和

在居民中的推广度为评分原则，把“四

季五补”“辩证施膳”“科学烹饪”等作

为评分标准，对参赛作品进行了逐一

点评。

金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今后中心将继续开展与中医

相关的交流学习活动，通过饮食制作

等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居民普及天然中

草药的功效用途，增加他们对中医药

文化的理解，逐步把中医文化融入到

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邬许樱）

“3·12”植树节当天，合庆镇在春雷村组织

开展“园艺进家庭，绿化美生活”植树节活

动，用实际行动为“美丽庭院”再添一抹绿，

同时也为合庆郊野公园的建设进行预热。

活动安排在了春雷村一处约20亩减

量化以后留下的闲置土地上。合庆镇领

导、居村干部代表、机关事业各党支部党

员代表等 150余人参加了植树活动。大

家按照指示牌，在指定区域挖土、种树、埋

土、浇水。经过大家努力，原本闲置的土

地种植了170余棵树苗。

这块土地靠近合庆主要河道龙江河，

附近又有春雷村村民建造的小洋房。合

庆镇集体资产管理事务中心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这个区域已经被列入合庆郊野公

园规划的造林片区，因此这次植树活动也

是为郊野公园的建设进行预热，植树不仅

为“美丽庭院”又新添了一抹绿色，也让周

边环境变得更加宜居。

艺术家汇聚浦图
研讨桂兴华新作

金桥社区医院
办养生糕点比赛

通过创意传承非遗文化

新场：“文创”促村民家中就业

专业人员给小区居民答疑解惑

“微心愿”实现老小区花园梦

培育草根文艺团队丰富百姓生活

大团：70余支文艺队巡演居村

干部、党员带头植树种绿

合庆：助力“美丽庭院”建设

曹路：发动青年力量植树增绿

借桃花节开幕契机

惠南：举办骑游推广旅游品牌

文艺小分队队员在演出之余，指导小演员打鼓。 □陈志强 摄

指导老师在讲授土布手袋的制作技艺。 □嵇振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