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bianjibu1515@sina.com 责任编辑/张匀初 美编/黄辰毅 2021.1.14

PUDONG 浦东

4

浦东新区液化气质量检测公示
（2020年度）

根据相关燃气法规的要求，浦东新区公用事业管理事务中心委托专业检测机构

对新区所属的液化气供应站点（包括液化气加气站）进行燃气质量检测，现将2020年
检测结果公布如下：

检测标准：

1.液化石油气按国标GB11174-2011《液化石油气》执行。

2.车用液化石油气按国标GB19159-2012《车用液化石油气》执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用事业管理事务中心
2021年1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计

企业名称
上海南汇液化气公司

上海百斯特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液化气分公司

上海东海液化气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海光燃气有限公司

上海恒申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昆仑新奥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阳光九环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检测样品数
33

30

12

14

10

10

3

2

114

检测样品指标数
330

300

120

140

100

100

24

16

1130

不合格指标数
0

0

0

0

0

0

0

0

0

指标合格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本报记者 赵天予

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塘桥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的大活动室里却热火朝天——在著

名朗诵艺术家宋怀强领读下，十多名居民

在舞台上放声朗诵。“不仅仅是宋老师，今

天我们还见到了‘金话筒’主持人李欣老

师，在家门口接受他们的指导，真是太令人

欣喜了。”塘桥居民钱淑月说。

用诗歌串起草根与大咖

当天现场，包括钱淑月在内的20多名

朗诵爱好者参与活动，他们都是塘桥春风

一步过江朗诵团的成员。1月底，他们将

参演新区老干部春节团拜会。4月 14日，

他们还将与宋怀强、李欣等朗诵大咖一起，

参与在东方艺术中心举行的“兴业路桂兴

华作品朗诵音乐会”，为建党百年诵出来自

基层的红色声音。

桂兴华是春风一步过江朗诵团的创始

人，十年前，这名“红色诗人”的工作室在塘

桥揭牌，由此与塘桥、与浦东结下了不解的

情缘。十年来，在塘桥街道的支持下，桂兴

华接连推出了红诗朗诵比赛、经典诗歌讲

座等社区文化活动，3次入选“上海市公共

文化建设创新项目”。同时，桂兴华利用文

脉资源，将许多文化名家请到塘桥社区，举

办了 3届“政治抒情诗高峰论坛”，让塘桥

街道闻名全国。

“上世纪90年代，我就认识桂老师了，

朗诵过他的许多作品，我觉得他不止是一

个‘红色诗人’，还是一个以红色为底色的

七彩诗人。”宋怀强说。身为上海戏剧学院

主持系主任，他从繁忙的教学中抽出时间，

参与一系列的排练演出，正是基于与桂兴

华20多年来的友情。

在 4月的朗诵音乐会上，宋怀强将领

衔朗诵《陆家嘴，特别的丰碑》这首诗，他为

这首诗传递的画面感所折服，创新采用了

“带着照相机念诗”这样一个舞台形象，进

一步强化了画面感。他表示，桂兴华的诗

歌将红色文化、传统文化、江南文化、海派

文化融为一体，用特殊的喻物来比喻特别

的事件，不玩弄文字，作为一名朗诵者，桂

兴华的作品令人感到“电波对上了”。

同样和桂兴华的诗歌对上“电波”的，

还有春风一步过江朗诵团的团员和广大朗

诵爱好者。茅宝珍是塘桥街道南城居民区

的居民，退休后便加入了朗诵队。“2014
年，我参加了街道举办的一场朗诵比赛，被

挑选进入了春风一步过江朗诵团，我们的

团员来自上海各个地区，很多人都是通过

这样的选拔赛入选的。”

用文化筑牢社区阵地

钱淑月退休后在家里带孙辈，没啥机

会参与社区活动。孙辈长大后，社区里各

种各样的文化团队让她挑花了眼，先后参

与过小品队、扇子舞队、合唱班等队伍，但

最让她倾心的还是朗诵团。

“我还是喜欢朗诵这种看似安静，却蕴

藏了蓬勃力量的艺术，尤其是这么多文化名

人指导我们，更是丰富了我们的退休生活。”

钱淑月说。如今她还有另一个任务，指导居

民区朗诵队，成为一名朗诵艺术的传播者。

“近年来，桂兴华诗歌工作室牢牢扎根

基层，坚持让诗歌通过朗诵走向群众，塘桥

也通过开展诗歌教学、写作培训、朗诵辅

导、文化讲座等社会化的运作，传播昂扬向

上的时代精神。”塘桥街道综合办公室主任

赵峰说。而每月一次的塘桥诗歌讲座，持

续吸引着浦江两岸的朗诵爱好者汇聚塘

桥，聚拢了整个上海的诗歌文化人气。

赵峰表示，近年来塘桥街道通过营造

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完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等路径，

推进文化民生建设，让主流意识形态走近

群众。

“今年，社区文化中心将结合‘家门口’

服务站建设，对接需求服务项目清单，把更

多优质文化送到小区，为推动塘桥社区全

面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力量、道德滋养

和文化条件。”赵峰说。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近日，宣桥镇

村民张金花代表喜欢广场舞的大妈大爷

们给中心村长春村联合党总支送来锦旗，

感谢村里一直以来对他们的关心和帮

助。张金花表示，广场舞运动让大家越跳

越快乐，越跳越年轻。

“能得到村民们的认可和鼓励，是我

们一切工作的最大动力。”村党总支书记

黄奕俊说，村里支持广场舞活动，让那些

退休在家的老伙伴们“老有所为、老有所

乐”，同时也能展现新时代农村老年人昂

扬的精神面貌和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

中心村长春村联合党总支聚焦群

众文化需求，采取多种措施，支持村广

场舞活动的发展，推动村民生活品质跃

上新台阶。他们在“家门口”服务站设

置排练厅和团队活动室，为文艺爱好者

提供互动交流、学习排练的专用场所；

配备添置化妆品、演出服、音响设备等；

每年举办两场文艺演出，为村民提供展

示艺术才华的舞台，切实提升“家门口”

文化服务功能；组织带领村广场舞团队

参加宣桥镇文化节系列活动，通过更大

舞台的技艺切磋、风采展示，进一步激

发大家参与文艺演出的热情，提升团队

凝聚力和才艺水平。现在，已经有越来

越多的村民加入到这项简单快乐的群

体文化活动中来。

■本报记者 严静雯

近日，新场镇祝桥村获评2020年度上

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近年来，祝桥村围

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积极践行乡村振

兴战略，不断挖掘自身潜力，凸显自身特色

优势，融合人文历史、特色农业、文创产业、

旅游资源等优势，高标准推进上海市美丽

乡村建设。

“彩豆”带动文创发展

以彩豆画为特色的祝桥村乡创中心

是上海市第二个乡创中心。

200多平方米的乡创中心内设有艺术家

工坊、文创孵化基地、多功能活动室、豆类储

藏室等多个空间，从门头标识到氛围布置，

彩豆画元素随处可见。在展厅一侧的墙上，

艺术家运用豆子的色差实现“渐变”效果，活

灵活现地描绘出新场古镇的经典地标，另外

一侧，则挂着由彩豆制成的各色挂画。

在这样一个艺术空间内，文创艺术家

们可以肆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并从美丽

乡村中获得灵感。而属地学校上海交通职

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们则可以在这里，在老

师的指导下，实践一个又一个艺术创意。

据了解，彩豆画作为新场特色文创产

品，已经进入上海“两会”、张江地铁站等平

台，并在市农委、团市委、区妇联等部门搭

建的展销平台上多次亮相，赢得广泛好评。

将亮点“串联成线”

祝桥村位于新场古镇的东北角，发展

定位为“生态旅游型村庄”。祝桥村承接

了新场古镇、迪士尼乐园、上海野生动物

园等旅游景点的溢出效应，村里的文旅特

色可圈可点。

其中民宿、房车基地等旅游项目，吸

引了大批游客入住，也带动了村民增收致

富。而天主堂、龙卷风纪念碑等，则向大

家讲述了这个村抗击日军、抗击龙卷风灾

害的故事。

漫步村内，一处处民房、古迹给人带

来美的享受。农民集中居住点的一幢幢

砖红色小楼整齐划一，共有 139套，符合

条件的本村居民可以申请入住。集中居

住点前有一座小花园，村民闲暇时可以在

花园内逛逛，晒晒太阳，享受惬意时光。

祝桥村原先家家户户都种有竹子。

占地 3亩的百年竹林与一口古井，孕育着

一代代祝桥人。如今，通过美丽庭院建

设，百年竹园已是村民夏天纳凉的圣地。

竹园深处还有一处老宅，一位艺术家将其

打造成了文化工坊。古朴的青砖、黛青的

屋瓦，配上四周的竹林，让人仿佛置身于

一处世外桃源。

推广优质农产品

祝桥村靠近下盐公路两侧，路边的门

头、装饰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这里有一座

“特色产业展示厅”，未来将为属地的企业

提供相应的展示空间。

据了解，村域内现有农业合作社 7
家，家庭农场 2家，带动 112位村民就业，

农业特色品牌有“竺桥大米”“沪甲一方”

等。比如“竺桥大米”因其口感好、质量

佳，已经成为了新场镇的一张名片。生产

该产品的蓓佳果蔬合作社也获评市级“五

星级”家庭农场。

目前，祝桥村正与上海清美等单位进

行合作，延伸拓展产业链，提升优质农产

品品牌化、产业化。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河边有运动

场所、有休闲区域，还有小品雕塑，北蔡镇

三林浦近期获评“二星级”河道。

三林浦是一条镇级河道，西起北蔡中

心河，东至川杨河，长约 1公里，规划河口

宽 20米。河道呈东西走向，分别与多条

河道连通，水系沟通状况较好，于 2016年

成功创建为“一星级”河道。

去年，北蔡镇以“建设宜居北蔡，助力

幸福河湖”为主题，对三林浦（中心河-川杨

河）周边环境进行改造，助力打造幸福河湖，

实现生态宜居的生活环境。改造中，对创建

段的河坡绿化进行重新布置和升级改造，在

河道两岸种植月季、广玉兰、鸡爪槭、金鱼草、

雄黄兰等植物花卉；在南岸新建416米绳栏，

为居民增加安全系数。在西业路至环业西

路段北岸新增180平方米塑胶跑道，供居民

们散步运动。在东业路东侧两岸、西业路

东侧新建防腐木坐凳，为居民提供一处茶

歇闲聊之所。在西业路和东业路两处河岸

边添置若干小品雕塑与景观石。

通过创建升级，北蔡镇提升了河道两

岸绿化的层次感和色彩度，实现了坡净、

草绿、树齐、水清、景美、和谐的水环境面

貌，人居环境有了质的变化，让人耳目一

新，三林浦两岸成为周边居民又一休闲小

憩的新去处。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无论是文体

活动、党建联建，还是休息闲聊，“邻舍”都

会向大家敞开大门。这些天，这样一个消

息在周家渡街道云莲一居民区广为流

传。通过挖掘闲置空间资源，居民期盼了

20多年的固定活动空间终于落实了。

“邻舍”所在的上南花苑西苑小区建

造于1998年，属于早期商品房，并未规划

小区室内活动场所。“有一个固定的室内

活动空间”一直是居民们的心愿。这也是

居民区党总支多年来着力解决的问题。

党总支充分发挥“三驾马车”作用，和业委

会协商，在空闲时间向居民开放业委会办

公室，终于解决了场地问题。

活动场所是有了，但屋内设施比较陈

旧，与大家想象中干净整洁的环境相去甚

远，这时小区一户居民主动站了出来。原

来，这户人家正在装修，他让装修队的施

工人员重新粉刷了活动室墙面。物业则

承担了活动室门口便民斜坡的铺设工作，

方便使用轮椅的居民。

室内美化工作也被社区热心党员主

动承接下来。有人送来了亲手制作的画

框花，新颖而又温馨；擅长国画的党员挥

毫创作了一幅《红梅图》；室内崭新的电风

扇和日光灯，则是热心居民集资购买的。

在这么多热心人的努力下，大家终有拥有

了一间令人满意的活动室。

“邻舍”建成后，居民区党总支深挖需

求，推出了文化娱乐、睦邻交往、协商议

事、医疗服务和学习教育等方面的功能，

建立制度、专人管理、固定活动安排等措

施，保证了“邻舍”高质长效运行。同时，

社区骨干、退休党员等成为志愿者，与专

业社工一同组成“睦邻团队”，在“邻舍”开

展理发、测血压和长护险咨询等全方位的

“社区微养老”服务。

“从需求出发，以让群众有更多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为导向，云莲一党总支通过

党建引领拓展社区资源，激活‘小空间’释

放‘大能量’。”周家渡街道相关负责人表

示，“邻舍”成了党员活动、居民自治、服务

百姓、凝聚人心的热门打卡地，为社区中

新邻里关系的营造提供了好的路径。

让诗歌通过朗诵走向社区居民
塘桥诗歌朗诵团串起草根与大咖

彩豆画里的美丽乡村
新场祝桥村获评美丽乡村示范村

升级绿化布置 增设功能设施

北蔡三林浦升级为“二星级河道”

居民“众筹”改造社区活动室
周家渡“邻舍”成为网红打卡点

“家门口”服务站设置排练厅

宣桥广场舞越跳越快乐
村民行走在竹林小道上。 □本报记者 郑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