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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天予 浦东报道

今年初，花木街道向社区居民、企业

推出“一小时公益”计划，参与者可以选择

陪孤老读报聊天，也可以为孩子“私人订

制”一个小心愿，至今参加的志愿者有

5000余人次。

“我们希望提供给所有社区‘好心人’

这样一个平台：它能有效衔接社区各类资

源载体，让志愿服务不再高高在上或蜻蜓

点水，而是形成阶段性递增的爱心接力。”

花木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小时公益”的理念，大大降低了个

人参与公益的准入门槛，解决了以中青年

为主的志愿者群体困于时间、精力所限，

而无暇进行公益的普遍问题，将个人或单

位碎片化的志愿服务，整合成持久的志愿

服务项目。

社区里国际妈妈秦静是一名爱心人

士，她几年来多次带着在美国念书的儿

子，前往新疆、云南等地开展英语教学，她

和她所任外教的名校学生，也一直想为自

己社区中的弱势儿童做点贡献。花木志

愿服务中心捕捉到这一信息后，为她腾出

一间活动室，促成她组织了“手拉手志愿

服务”团队，并与华林小学等单位对接。

如今更多的社区家长也参与到秦静的队

伍中，每 4名志愿者家庭对应一名弱势儿

童，确保了定时输出志愿服务。

通过固化“社区发现问题，征集志愿

需求；志愿服务中心调研、采集数据并设

计志愿服务项目；志愿者个人及单位参

与；志愿服务组织实施并反馈”的流程，

“一小时公益”持续强化了志愿服务中心

在社区志愿服务中的枢纽地位。例如在

前段时间举行的学雷锋志愿服务市集上，

一场主题为“交通文明伴我行”的“集章闯

关游戏”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关注。其实在

策划初期，它只是由磁悬浮公司团委与花

木志愿服务中心联系举办的一场普通的

交通文明宣传活动。随着双方的“头脑风

暴”，志愿者服务中心先后邀请了辖区内

各大地铁站点共同参与，最终定制出形式

新颖、效果良好的志愿服务专场活动。

年初以来，“一小时公益”志愿服务计

划已经建立了建平世纪中学、牡丹、由由、

培花等 9个志愿服务基地，与陆家嘴人才

公寓、威立雅自来水公司等 7家驻区单位

签订共建协议。服务领域也从帮困扶贫、

咨询服务拓展到了亲子公益、助学圆梦等

板块，共组织了大型活动60余次。

而通过网络征集、微信报名等方式，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了“一小时公

益”的行列中，也有越来越多的爱心家庭

“小手牵大手，全家齐上阵”，不少企业家、

国际妈妈与全职太太也积极投身其中。

相关负责人介绍，居民们可以向居住地所

在居委会报名，或是通过花木志愿者协会

的官方微信“wecareweshare”或官方微博

“@花木志愿者协会”报名。“在花木社区，

我们希望帮助别人成为习惯、关怀他人毫

无压力，渲染了社区内‘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和谐氛围。”该负责人说。

■通讯员 朱丹晴 浦东报道

故事是曹路的特色品牌。“七彩人生

梦”上海市故事邀请赛暨第七届曹路镇故

事节于日前开幕。本次故事赛共收到各

类稿件近 500篇，100余名故事爱好者走

上舞台为观众带来声情并茂的演说。

“要讲好故事离不开勤学苦练，更需

要老师的指导，讲故事时要把自己融入故

事中，才能讲出动听的故事。”曹路镇第六

届故事节成人组一等奖获得者龚夏欢说

道。曹路镇为了提升故事队伍业务素养、

培育优秀故事人才、凝聚故事队伍，于今

年 3月、8月分别举办了 6场“曹路故事创

作班”、“曹路故事演讲班”，并邀请了故事

大王朱国钦等前来授课，内容涵盖故事素

材的采集、故事情节的构思、故事讲演的

方式等。

通过对故事队伍的建设和人才的培

养，曹路故事在区镇乃至市级、国家级比

赛中获得了喜人的成绩。徐征衍创作、杨

秀微演讲的“阿六头”系列故事连续三届

获浦东新区群众文艺创作节目汇演金奖，

《阿六头开叉头》获 2013“上海之春”群文

新人新作展品展演最佳新作奖。

为了让故事更贴近生活、贴近百姓，

曹路镇文广服务中心将故事融入到送戏

下乡、文艺演出、兄弟街镇文化交流活动

中，走进村居、走进企（事）业单位，用朴实

的语言，生动的故事与百姓面对面互动。

故事能手刘永飞在谈及故事创作诀窍时

说道：“只有把自己融入这片土地，融入生

活，感受生活，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正是

曹路这片开发热土激发了我的创作灵

感。”

曹路镇在发展扩大故事队伍的同时，

注重幼儿故事教育。镇域内的多家幼儿

园都定期举办幼儿讲故事比赛，其中好日

子幼儿园已成功举办三届故事展演活动，

幼儿故事编构更成为了该园的特色教学，

园方立足孩子们的不同年龄阶段，将原著

故事再创作、再编构、再组合，使不同年龄

段不同班级具有各自的表演特点贴合幼

儿身心发展。

■本报记者 赵天予 通讯员 薛春会

18日晚间，作为今年上海国际艺术

节群众文化活动开幕展演，名为“世界风

情 曼舞东方”的第三届“上海·浦东陆家

嘴金融城杯”国际民间民俗舞蹈大会在

南滨江文化广场举行。16支国内外民间

舞蹈团队轮番登台亮相，为市民游客带

来一场视觉文化大餐。

当晚，来自美国、德国、爱尔兰、奥地

利、云南、贵州等国内外各地区的民间舞

蹈团队，在舞台上尽情展现各自的传统

特色舞蹈。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大会评奖并不

以普通的名次高低区分，而是根据各支

舞蹈队的民族和地域文化特色，设置了

“最佳表演奖”、“最佳服饰奖”、“最佳

形象奖”、“最具魅力奖”、“最具风尚

奖”、“最具动感奖”、“最具创意奖”、

“最佳原创奖”、“最佳传统传承奖”等特

别奖项。

陆家嘴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采用

非专业评分，可以鼓励人们热情参与，达

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通讯员 洪佳 许结艳 浦东报道

合庆镇首届“1+1+X”村民自治文艺

展演日前启动，将该镇“1+1+X”村民自

治中出现的真人真事编排成文艺节目，

走村入居进行展演。

10月 16日，首届合庆好人颁奖典礼

举办，向东村、营房村、蔡路居委分别围

绕“1+1+X”村（居）民自治实际情况，原

创了《向东之歌》、《营房村民爱唱歌》、

《居民自治是个宝》歌曲参赛，获得了超

高人气。

“1+1+X”村民自治模式是合庆镇创

新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举措。经过不断

深化和完善，“村情民知、村官民选、村策

民决、村事民定、村财民管、村务民督、村

绩民评、村利民享”32字理念得到了广大

干部群众的认同。为了提高群众对村民

自治的认识，合庆镇群众文化艺术团肩

负起村民自治文艺展演任务，加深群众

对村民自治的理解。

合庆镇第一届“合庆好人”评选活动

于 2013年 8月启动，最终评选出第一届

合庆好人奖10名、好人提名奖15名。

■通讯员 蒲公轩 记者 张敏

浦东公安分局在处置一起酒后滋

事案件时，一位喝醉酒的律师两次挥拳

打向民警。目前，这名律师因涉嫌妨害

公务罪，被提请批准逮捕。

事情发生在南泉北路张杨路口，当

天下午，浦东公安分局陆家嘴治安派出

所接110警情：一男子精神异常，有酒后

滋事嫌疑。当民警赶到现场时，“醉酒

男”正拦着两位过路女子不让她们离

开。民警立刻上前询问情况，谁知男子

突然出拳击中民警，致其脸部软组织挫

伤。民警随即对他采取约束措施，带回

派出所处理。到达派出所后，该男子酒

兴发作，又一拳打中另一民警脸部。警

方调查发现，男子是一名在职律师。醒

酒后，男子面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所造成

的后果无言以对。当日，涉嫌妨害公务

的男子即被浦东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

留。

■本报记者 吴燕 浦东报道

10月19日，以“终身学习 成就梦

想”为主题的浦东新区民办非学历教

育机构 （简称民非教育机构） 书画摄

影展，在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拉开

帷幕。作为 2014年“上海市第十届全

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主题活动之

一，当天展出的近100余幅书画、摄影

作品，其作者年龄最小的仅5岁，最大

的已年过古稀。

新区成教协会相关负责人张萍介

绍，浦东新区由教育部门审批设立的

民非教育机构共有100多所，约占全市

同类机构的11%。作为终身教育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秉承“服务终身学

习、助力成就梦想”的理念，新区民

非教育机构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

为满足社会不同人群的终身学习需

求，积极开展各类教育培训，开设的

专业课程涉及文化、外语、艺术、体

育及职业技能等 30多个门类 200多种。

本次书画摄影展由浦东新区成人教育

协会主办，共征集到近30所学校的400
多幅书画、摄影作品。作者们用生动

的镜头、画面和笔触，表达了自己的

艺术梦、中国梦。

据悉，本次展览将先后在浦东新

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浦东新区周浦

镇文化服务中心、浦东新区社区学院

进行巡回展览，历时一个月。展出期

间还将邀请观众参与投票评选。巡展

结束后，将根据观众评选和专家评审

意见评出获奖作品，部分获奖作品将

在浦东世博源集中展出。

■本报记者 李音 浦东报道

圆珠笔杆装饰的灯具，用旧地板搭

建的置物架，废弃衣架勾连出造型别致

的桌椅……10月18日，浦东新区科协第

二届社区创新屋创意制作大赛在东明

社区文化中心举办，来自潍坊新村街

道、三林镇、祝桥镇等地的24组选手在1
小时内将半成品、组装件或者其它自备

材料，设计制作出创意作品。

此次创意制作大赛由浦东新区科

学技术协会主办，浦东新区科普志愿者

协会、东明路街道科协承办，旨在进一

步推进社区创新屋建设，激发市民的创

意动手热情，同时向全社会展现创新屋

的建设成果，努力营造“人人参与动手

实践，个个争当创新能手”的社会氛

围。经过紧张激烈的比赛，最终由东明

社区殷晓海、殷立言创作的“清洁能源

公交亭”获得一等奖。

目前，青少年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

意识下降，而成年人动手机会越来越

少，家庭装潢、居家维修等全部请人帮

忙。老年人想敲敲打打，做个木板凳、

铁簸箕等家庭小物件，却没有地方施展

技艺和想法。

“社区创新屋”应运而生。这种由

浦东科协创建的创新场所，配备了不同

类型的小型机床和辅助工具，在这特殊

的空间里，市民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创作

出富有灵感的作品来。目前，浦东共有

8家社区创新屋投入运行，分布在潍坊、

东明、祝桥、老港等地。

■通讯员 李超 本报记者 张敏

10月18日中午，南汇消防支队周浦

中队接警后迅速到场，将一位被困铁丝

网的老人成功解救出来。

老人被困的地方位于周浦镇军民

公路靠近周园北路河边。当天，他捡

东西时不慎滑倒被岸边的铁栅栏卡住

脚，身体也被周围的铁丝网死死缠住

动弹不得。消防官兵赶到现场时，老

人呈倒挂姿势，双手抓着铁栅栏，已

筋疲力尽。

消防官兵先用液压剪轻轻剪断缠

住老人的铁丝网，同时，另有两人托

住老人下坠的身体。待铁丝网清理完

毕后，官兵托起老人慢慢将他的脚从

铁栅栏里抽出来，而后消防员将脱困

的老人抱起放入担架。老人随后被送

往医院救治。所幸，老人只是被铁丝

网勾住受了外伤。

上海市浦东新区塘桥街道明亮

便利店遗失酒类商品零售许可证正

副本,经营者姓名：李后华，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花木倡导“一小时公益”

爱心接力呈现阶段性递增趋势
旧地板
变身置物架
第二届社区创新屋
创意制作大赛开赛

老人被困铁丝网
消防官兵伸援手

国内外民间艺术家炫舞南滨江

合庆首届村民自治文艺展演启动

融入这片土地 创作优秀作品

曹路镇第七届故事节讲述身边的故事

律师酒后滋事
进“班房”

终生学习结硕果
老少共展艺术梦

外国选手展现异域风情的舞蹈。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