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章磊）“想找一份离

家近的工作，所以就来这里看看。”昨日，

小张冒雨来到在民春绿地雷锋广场举行

的曹路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上，寻

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

曹路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介绍，高校专场招聘会以“岗位送进

家门口、服务就在新市镇”为主题，包括

上海人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联

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十余家镇域

内企业，提供助理工程师、软件设计工程

师、人事专员等不同岗位。

“曹路镇域内有三所高校，高校毕业

生专场招聘会，无论对这三所高校毕业

生，还是社区里的其他大学生来说，都是

一次求职的好机会。”该工作人员说。

除了应届高校毕业生，曹路镇各居

村的就业援助员也来到现场了解情况。

“这样的专场招聘会上信息针对性强，我

们收集了以后，可以提供给社区里的大

学生求职者。”一名就业援助员说。

当天专场招聘会吸引了百余人来到

现场，39 人参与了现场面试，进入复试

的有 23人。“希望以后这样的专场招聘

会能更多一些。”一名陪同孩子前来求职

的家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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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丁翔）

近日，航头镇“家文化”传统文化教育项目

第三期结业。25 名身穿汉服的萌娃经过

层层选拔，进入当天举办的第二届航头家

文化国学大赛。

航头镇“家文化”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

项目已连续开展三期，通过结合本地的历史

传统和文化渊源，特别是傅雷等乡贤的事

迹，引导航头地区的青少年了解国学，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作为航头镇弘扬

“家文化”的重要举措之一，该项目让广大学

员和家庭在“家风”“家训”“家书”中感受“家

文化”的丰富内涵，共筑和谐文明乡风。

从知书到达理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当

天，小学员们分社区队与校园队，以花为

题，现场比拼飞花令，在一句接一句的古诗

词声中，话筒被来回传递，引来台下掌声不

断。

“小朋友们的诗词量远远超出了我们

的想象，真是太厉害了。”一名家长说，她的

女儿小辰欣也是当天举行的家文化国学大

赛 25强选手之一。“自从孩子接触国学之

后，不仅在学习上养成了良好的习惯，而且

也变得更明事理。”她说。

镇社建办主任邱华萍介绍，在过去一

年中，有 200名少儿学员及家庭参与了第

三期“家文化”传统文化教育项目，课程内

容涉及傅氏家训、傅雷家书、中华传统经

典、礼仪、历史、常识和国艺等。经过坚持

不懈的学习，小学员们不仅知书达理，而且

还在中华之星国学少年荟、上海市古诗文

大赛、精武杯武术书法大赛等大型赛事中

披金斩银。此外，学员和家长们还积极参

加各类家书家信征集，增进亲子交流，共建

书香家庭，让优良家风成为建设美丽新航

头的润滑剂。

以家风塑乡风

航头镇党委副书记黄震表示，航头镇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拥有独特的鹤文化和

盐文化，同时作为我国一代翻译巨匠、著名

教育家傅雷的故里，每个航头人都应当将

“家文化”的弘扬和传承视为己任。

据了解，第三期青少年儿童“家文化”

传统文化教育项目在前两期的基础上，更

加注重以家庭为单位的家风家训的培养和

传承，以及良好家庭氛围的养成。在本期

项目开展期间，增设了家书征集、“家文化”

成果展示、家长课堂等活动。

当天，除了小学员们带来精彩的武术

和手语舞表演，亲子家书朗诵环节更令现

场不少观众感动落泪。

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开展“家文

化”青少年儿童传统文化教育项目，青少

年和家庭进一步了解家乡特色文化，感

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航头当

地的学校也在持续探索校本课程，旨在

结合家庭教育培育探索优良的家风和家

道，以青少年儿童喜闻乐见和符合身心

发展特点的方式，浸润式地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经过3个月的

筹备、修缮和布展，位于书院镇李雪村的李

雪舟烈士故居近日重新向市民、游客开放。

沿着书院镇石皮泐港北岸的水泥路一

路西行，在李雪村六组桥的东面 30米处，

就是李雪舟烈士故居。步入其中，纵横两

排低矮的小瓦房，是李雪舟出生、成长、生

活的地方，保持着当年原貌。院内，一幢名

为“保险楼”的二层小楼是李雪舟烈士生前

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的秘密据点，如今作为

纪念馆，陈列着诸多照片、文献、实物等史

实材料，再现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

据悉，此次修缮工程主要对故居外部

面貌进行美化，对部分老旧建筑体进行加

固、修葺。粉刷一新的“保险楼”在一二层

分别设置了英烈展示厅、传承教育室、墨耘

阁、地下联络室。其中，传承教育室配有多

媒体、讲台、桌椅等，可容纳40人开展活动。

作为故居的“守门人”，李雪舟之子、退

休教师李南华经常义务为来到故居的学

生、市民讲述李雪舟烈士的生平事迹。去

年，他受邀为书院小学编写了德育课本教

材《英雄李雪舟》。

李雪舟 19岁从医，在抗日战争中，他

以医生职业为掩护，投身革命斗争。1947
年 4 月 6 日深夜，在国民党保安团“清洗”

时，李雪舟不幸被捕。在忍受酷刑的一昼

夜中，李雪舟宁死不屈，严守组织机密。在

赴刑场的路上，他面无惧色，高喊革命口

号。当天晚上，一名贫苦农民冒着生命危

险，收殓了李雪舟的遗体。

书院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李雪舟烈士

故居于今年6月正式挂牌党建服务点。今

后，镇党建服务中心将依托这一红色阵地，

开展各种形式的党建活动，此外，还将安排

党员志愿者驻点，为前来故居的市民、游客

提供义务讲解等服务，让更多人深入了解

李雪舟烈士的生平事迹，铭记革命先辈的

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7月9日，洋

泾街道联合环保回收企业，在部分居民

区试点“拾尚包”，为居民提供方便省事、

有利可获的可回收物处理模式。

在近期垃圾分类的实践中，洋泾街

道发现低价值的可回收物，如泡沫塑料、

空玻璃瓶等，许多商家不愿意收购，而两

网融合运收单位运力不足，一些小区出

现了堆积的情况；部分居民仍不了解可

回收物范围，容易将一些干垃圾、有害垃

圾混入其中。为此，洋泾街道联合睿斯

科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在辖区 3个居民

区开展垃圾分类“拾尚包”试点工作。“拾

尚包”是一个印有“二维码身份证”的回

收袋，居民无需区分可回收物的品种、价

格，可以统一装入“拾尚包”中，并在装满

后线上申请或在规定时间地点由睿斯科

回收员进行回收。

“常见的可回收物包括纸类、玻璃

类、纺织类、塑料类、金属类、电子产品类

等，每公斤可换取0.5元。”项目负责人表

示，每一个“拾尚包”均有唯一的“二维码

身份证”，可对回收物的品种、数量、金额

等进行记录与追踪分析，确保每次交投

能够溯源。

此外，“拾尚包”的数据也将与洋泾

街道诚信数据库对接，每次成功的回收

可以增加居民诚信信用分 5分，以鼓励

居民正确开展垃圾分类的热情。

洋泾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互

联网+垃圾分类”的模式，将助推年轻居

民家中可回收物的便捷交投与资源集散

利用，让垃圾分类更加时尚。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北蔡镇居村

“班长工程”培训班正式近日开班，来自

各居村的68名书记、68名组织员参加培

训，着力培养一批政治素养优秀、业务能

力突出、群众认可度高的基层党组织书

记和组织员队伍。

在培训课上，来自华东师大的老师

为学员们上了一堂关于情绪与压力控制

的心理咨询课程，并与学员们积极互动

沟通，让学员们学到了自我调解情绪与

释放压力的有效技能。

据悉，本次培训是“班长工程”培训

班系列课程的第一课，随后每周都安排

了一系列课程，由北蔡镇的有关负责人

和党校老师进行培训授课。北蔡镇相关

领导表示，通过培训切实加强社区和农

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努力提升服务基层

的本领和能力，从“活动型”向“功能型”

转变，提升组织力，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服务北蔡的建设发展。

本报讯（记者 陈烁 通讯员 戈梦

颖）近日，浦兴路街道举行了为期3天的

参与式会议引导者训练营，帮助推进居

民区的自治工作，共有16个居民区的相

关负责人参加了培训。

据悉，此次培训作为居委会主任能

力提升系列培训之一，通过 3天的集中

学习和训练，培养社区参与式会议主持

人，提升居民区议事协商能力，帮助居民

区更好地运用“三会”等方法开展工作。

参与式技术（引导技术）作为一门专

门推动参与的技术，被广泛运用在寻找

社区居民需求、促进群体间对话协商、解

决社区问题、实现社区居民自治等方

面。训练中，通过情景模拟，让大家了解

了参与式会议的6个层次和优缺点。

通过培训，不少学员反馈收获很大，

并表示努力将参与式的理念和技术运用

在实际工作中，引导社区内的多元主体

共同参与社区协商和治理。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如今大家的居

住条件越来越好，可曾经弄堂里亲密的邻

里关系却难以寻觅，如何在新时代重新构

建融洽的邻里关系，并赋予它新的时代内

涵？近日，周家渡街道举行第四届“美好论

坛”，邀请专家学者与基层社工，对这一议

题展开分享。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构建党建引领下

的社区新邻里关系”。对于这一主题，周家

渡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安平表示：“邻里关系

是当前和今后周家渡推进社区治理的一个

重点，我们希望能从中寻求现代社区服务

的创新与突破，打造合以共存、协以互生的

社区精神。”

在上午的专家研讨会环节中，来自云

台一、昌五、上南四村等居民的基层干部先

后上台，从情感治理、特色楼组创建、居民

楼加装电梯、队伍建设等角度，阐述党建引

领在新邻里关系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并介

绍了各自的经验做法。来自社会组织、高

校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分析与点评。当天下

午，论坛环节正式启动。其中，既有专家学

者发表极具前瞻性的主旨演讲，也有社会

组织或基层居民区代表，分享先进做法、经

验。此外，来自徐汇区凌云街道、长宁区虹

桥街道的居民区书记也上台介绍了各自的

经验。

“要有交往公共空间，基于平等互惠的

协商参与，构建好规则，并有充满活力的机

制。”论坛最后环节，“美好论坛”主办方之

一的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主任马西

恒教授总结了构建新邻里关系的四个关键

因素。他表示，具体构建则是要通过党建

引领，从生活需要出发，回应居民急难愁盼

问题，创设参与空间，创新社区治理模

式。

作为周家渡街道近年来新创办的一项

社会治理品牌项目，“美好论坛”持续抓牢

当下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热点、难点

和痛点，围绕着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实现思

想观点与实务经验碰撞、实践总结与理论

前瞻交汇。接下来，“美好论坛”将继续为

打造适合周家渡居民的“美好生活”，提供

更多的经验与模式，使党建引领创新社会

治理不断迈上新台阶。

挖掘文化底蕴 传承国学经典
航头以“家文化”教育塑文明乡风

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

李雪舟烈士故居完成修缮重新开放

周家渡第四届“美好论坛”举行

探讨如何找回亲密的邻里关系

洋泾探索“互联网+垃圾分类”

“拾尚包”助推可回收物利用

浦兴路街道培训居民区负责人

提升自治能力解决社区问题

北蔡镇启动“班长工程”

帮助居村干部提高看家本领

曹路为大学毕业生举行专场招聘会

镇域企业把岗位送到家门口

李雪舟烈士之子李南华（右一）为参观者讲述父亲的生平事迹。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本报讯（记者 陈烁）聆听优秀居民

区书记传授经验，展示基层书记们的真

我风采……7月 9日，三林镇杨思、杨东

社区联合举办了一次书记论坛，提高社

区书记自治、共治能力，进一步推进“家

门口”服务体系提质增能。

当天，这场以“基层多面手·真我达

人秀”为主题的活动，请来了曾获浦东

“好干部”称号的浦兴路街道中大居民区

书记李秀勤，为参加活动的书记们分享

“如何做好基层多面手”的感悟。李秀勤

将居民区书记比喻成中医，社区问题比

喻成疑难杂症，要解决居民区的问题，

就需要学会看病，学会治病，并且要治

好病。而且，社区居委具有多元角色，

处理问题时要找准问题、对接需求、突出

效果。

在活动的第二个环节，两个社区的

书记进行了风采展示，让大家在轻松的

氛围中交流工作经验，分享工作思路。

三林镇举办书记论坛

为基层社区培养“多面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