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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天予 浦东报道

“信息工作要扮演好‘千里眼’‘顺风

耳’的角色，信息员就是一棵棵消息树、一

部部雷达。”在最新一期的“三林讲坛”上，

相关专家就信息报送工作，与三林镇三套

班子成员、各条线部门领导，以及百余名信

息员畅谈。近年来，三林镇注重信息报送

工作，曾被评为“2015年度新区信息工作

先进单位”，密布社区各领域的信息员，也

凭借一篇篇信息、专报，有效推动了镇域重

点工作的落实。

“去年是三林建设‘经济强镇、文化名

镇、都市重镇’的重要一年，从天花庵村‘百

日整治’，到楔形绿地阳光征收，再到全口

径预决算审查监督等，重点工作一轮接着

一轮。为了更好地展示工作情况、畅通信

息渠道，去年我们也大力推进了信息工作

建设，保障、促进它在重点工作中发挥重要

作用。”三林镇党政办副主任张文华告诉记

者，去年三林共向区委、区政府报送135篇

信息，经区委办考评，信息报送综合评分在

全区36个街镇中排名第一。

记者获悉，如今三林镇机关办公室、事

业单位、六大社区共有信息员 26名，各个

村居委会也均设有信息员，他们就像辛勤

的工蜂一样，每天采集各自领域内的重要

信息，“酝酿”后汇聚到镇里的“蜂巢”集中

处理。每周，三林都会围绕全镇工作，从中

选择两至三篇信息报送至新区政府。

“信息报送既能展示工作成果，向新

区反馈政策落实的实际情况和效果，也是

基层与上级政府沟通的重要媒介。”张文

华称，当镇里遇到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

时，信息报送后可以获得新区政府及时的

帮助。去年，三林镇积极推进经济园区转

型升级，引进一批无污染的企业，将园区

重点放在移动互联、电子商务、大数据服

务、总部经济等产业上。但是由于历年来

三林承担了大量市、区级重大工程及安置

任务，产业基础薄弱，园区规划调整后面

临不少用地指标问题；园区周边仅上南

路、芦恒路、三鲁公路设有公交站点，且都

是市郊线路，交通出行很不方便。这些都

成为了三林经济园区转型的瓶颈，遏制了

地区的发展。

而如今，相关单位已经开展共同研究，

尝试落实政策解决这些问题。这番转变是

如何发生的？一篇题为《三林镇积极推进

经济园区转型升级 用地交通两方面瓶颈

亟待破解》的信息专报功不可没。今年 2
月，这份专报被提交至相关部门，新区层面

的系列调研由此展开，为破解瓶颈拉开了

帷幕。

“以往有的事务在推进中遇到困难，可

能就会暂停，信息报送制度完善后，各部门

在做什么大家都知道，所以都会尽力把事

情做好。”三林镇社区办的王君告诉记者，

从前各部门做了哪些工作，外界并不清楚，

信息报送制度起到了“公告天下”的作用。

镇规建办的吴梦则表示，信息报送工作极

大提升了信息员的个人能力：“自己的写作

技巧、摄影水平通过培训得到大幅提升，同

时随着工作的深入，我也有机会了解到科

室其他同事的业务，有助于将自己打造成

科室里的‘多面手’。”

记者了解到，去年，三林镇对信息员的

培训以基本写作、摄影为主，而今年将结合

“三林讲坛”，开展形式多样的专业培训，进

一步提升信息员的综合水平，打造一支更

加凝心聚力的信息员队伍。张文华介绍，

目前“三林讲坛”已经开展了三期，包括与

市人大联动学习、结合妇女节主题漫谈中

国文化等。“我们计划将‘三林讲坛’打造成

三林信息员队伍建设的品牌栏目，历次讲

坛，信息员都积极参与其中，希望在开拓信

息员眼界的同时，也能对他们如何把握重

要信息有所帮助。”

今年，外环外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是三林镇的一项重点工作，目前三林镇已

经拟定工作方案，计划将各类“短板”一网

打尽，在此项工作中，信息员也将承担重要

的作用。记者得知，综合整治指挥部内设

专职信息员，与相关条线的信息员一起，共

同编织一张大网，网罗综合整治中的各个

重要节点、突发事件、经验做法。

而为了信息报送工作能发挥更大作

用，今年三林镇还将筹备成立信息工作办

公室，负责信息报送、对外宣传、信息化建

设及新媒体应用等工作。张文华表示，将

来三林镇信息与专报的撰写报送、信息化

建设、政务网站维护、新媒体公众号维护等

业务将由信息办专门负责，新部门的成立

将进一步整合资源、提升效率，保障三林信

息宣传工作的持续开展。

■本报记者 任文娇 浦东报道

当下正是赏樱的好时节，很多市民都

把“樱花之旅”提上了日程。赏樱去哪

里？打个飞的去日本？其实，浦东人赏樱

不必麻烦，到高东樱花园就可以和樱花来

一场浪漫邂逅。

高东樱花园，紧挨外环运河从南到

北，串起了一线樱花美景。被网友称为

“樱花大道”的高东樱花园南北走向近 3
公里长，总面积 7万平方米，以光灿路广

场为界，南段以早樱染井吉野为主，北

段以晚樱关山为主，其间点缀有大岛

樱、郁金、兰兰、雨情枝垂、御衣黄、寒绯

樱等。当下早樱绽放正盛，风一吹过，

片片花瓣飘落在河面上，星星点点，煞

是好看。

染井吉野花瓣有五枚，初绽放时花

色是淡红色，完全绽放时会逐渐转白，

远远望去似云似雪。如果用清雅可人

来形容早樱的气质，那么接下来登场的

晚樱就是“彩衣浓妆”，以关山樱为例，

花在未开时呈浅粉色，盛开时花色粉红

明艳，花色浓，且花为重瓣，瓣约 30 枚，

花量大，繁盛之时团团簇簇。

记者了解到，4 月 8 日至 4 月 10 日，

高东樱花节将于高东新路樱花广场、光

灿路樱花广场、高东二路樱花广场同步

进行。由高东镇主办的樱花节为市民准

备了一系列丰富的活动，4 月 8 日，高东

新路樱花广场上，“花之韵”市民广场音

乐会将在此举行，4 月 9 日，光灿路樱花

广场上，书画名家、民间艺人画樱花、写

樱花、现场制作剪纸、糖画、捏泥人等赠

予市民。4 月 10 日下午，在高东新路樱

花广场，还将举行一场浪漫樱花集体婚

礼。此外，还有现场绘画比赛、市民广场

音乐会、“我与樱花有个约会”随手拍摄

影比赛等活动。

■本报记者 赵天予 浦东报道

你知道祖辈幼时上的第一所学校在

哪里吗？对于爷爷奶奶的第一份工作，你

又了解多少？半个世纪前的往事对于一

个人来说可谓悠远，而对于一名不幸患上

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来说则更是朦胧。

为了呼吁社会更加关注阿尔茨海默病，也

为了给患病老人的亲属留下珍贵回忆，洋

泾街道推出了“传家宝生命记忆”项目，首

批记载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生命细节的“传

家宝”已经完成。

本项目由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携手

万欣和（上海）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上海爱

拍社区公益影像发展中心共同发起。通

过培训专业志愿者，进入基层社区为洋泾

及周边地区有需要的高龄老人家庭开展

访谈，为老人采集年代记忆与人生故事，

以此制作“人生故事书”，作为“传家宝”留

给家庭珍藏。

目前，首批“人生故事书”已经出炉，

它们的封面各有不同风格的设计，代表主

人公各自的生命轨迹。记者看到，其中一

本故事书的封面以传统刺绣为主体，而刺

绣正是贯穿了主人公桂阿姨的一生。“我

们在访谈中得知，刺绣既是桂阿姨年轻时

谋生的手段，也代表了她对美的追求，更

是伴随她渡过生命中最艰难时刻的朋友，

所以我们决定用刺绣为主题，编制桂阿姨

的生命故事。”志愿者称。

在此项目中，万欣和多次号召合作伙

伴出钱出力，以帮助项目顺利开展。

日前，德国汉诺威再保险股份公司上

海分公司也响应号召，捐助 2万元以表支

持。据悉，其还将组织员工了解“传家宝

生命记忆”的具体内容，号召员工积极参

与到募捐及志愿行动中，为“人生故事书”

的编撰、印刷提供资金支持，履行企业的

社会责任。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日前，花木街道组织200多名老年居

民参观了信谊药厂总部，为老年人普及规

范用药的常识，提醒老年人关注自身健

康。

据了解，街道在老年居民健康问题上

一直非常关注，除了常规的养生讲座、量

血压测血糖、社区医生义诊活动以外，深

入药厂参观也是提醒居民正视健身问题

的良方。社区中，有不少老人认为小病是

不需要看医生的，久病忌医或是随意使用

药物往往容易贻误病情。此次实地参观，

老年居民听取了药厂工程师对相关药品

生产及其功效的介绍，了解到了益生菌的

作用、各年龄段的老年人需要的不同钙量

等健康知识。药厂工程师表示，理论上，

人类可以活到200多岁，影响身体健康的

各种因素有雾霾、晚睡、不吃早饭、吸烟、

过量饮酒等。通过参观活动，老年人明白

了要重视健康问题，合理饮食、科学用药，

同时，要定期进行体检，发现身体不适要

及时到正规医院就医，平时多晒太阳，进

行简单的运动保持身体活力。

一篇专报促成瓶颈难题顺利破解
信息报送工作助推三林“三镇”建设

高东赏樱渐入佳期

为失智老人制作“人生故事书”
洋泾街道推出“传家宝生命记忆”项目

普及用药常识 关注自身健康

花木街道组织老人参观药厂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日前，一场青年交友活动在兰馨悦立

方艺术长廊举办，互动游戏和观影体验让

众多单身青年了解了彼此，扩大了交友

圈。主办方精心量身设计了多个精彩纷

呈的互动游戏环节，让小伙子和姑娘们放

下矜持，消除陌生感，进行充分的沟通与

交流。现场配对的男嘉宾和女嘉宾成为

合作伙伴领取了任务，每组合作设计一束

插花，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嘉宾们学会

了“绑”玫瑰，也明白了爱情需要一步一步

经营。最终，作品最优秀的三组嘉宾在大

家的祝福声中完成了献花环节，“在一起”

的呼喊声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本次活动不仅设置了游戏互动，还开

通了交友微信群，为单身青年们后续交流

架起了桥梁。青年们纷纷表示，通过参加

本次活动，拓宽了交友圈子，结识了新的

朋友，丰富了业余生活，增强了工作和生

活的动力。

活动由国家电网上海浦东供电公司

携手上海浦东新区全欣公益服务中心以

及潍坊团工委主办，主办方表示，每天单

位和家“两点一线”的生活方式，让青年朋

友交际圈不断缩小，没有时间顾及自身的

婚恋问题。而此次青年交友联谊正好为

单身青年拓宽交际面、展示自我和结识朋

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为切实解决

青年朋友面临的婚恋交友问题，今后将不

定期举办更多交友联谊活动，为更多的青

年朋友牵线搭桥，携手迈向美好新生活。

潍坊举办青年交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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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樱花树下拍照留影。 □徐网林/摄

■通讯员 徐菁

3月 25日，2016上海桃花节主景点

之一的大团“海上桃花源”开园，首届东元

杯“海上桃花源”摄影大赛同时举行。

“海上桃花源”由上海东元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总面积 1088
亩。“海上桃花源”将以实现土地利用集约

化、管理作业机械化、栽培技术精准化、服

务质量优质化、管理规范化、产品有机化、

市场品牌化为目标，依托科技创新，力争

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现代农业的示范点。

此外，“海上桃花源”还将融合各种文

化元素，充分拓展农业文化和中国传统文

化，设置桃文化、篆刻文化、茶文化、中医文

化等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展示、教学和研究

场所，使基地成为集有机农业技术开发、现

代农业休闲观光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民

族文化等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农业基地。

上海东元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倪强表示，“海上桃花源”在推动桃业

产业科技创新的同时，致力于弘扬中国传

统桃文化，同时还积极开展服务社会、服

务市民的各种公益活动。目前正在积极

准备开展敬老节、助残节、亲子节等系列

公益活动。

此次摄影大赛由上海市摄影家协会

《上海摄影》杂志、上海东元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主办，旨在将“海上桃花源”的桃

园文化、旅游项目和上海摄影群体优势相

结合，突出人与生态环境、人与桃花的亲

密接触，提升市民对桃文化建设的认识和

理解，让上海市民进一步了解海上桃花源

人文生态的环境、开发桃业的业绩，寻觅

历史文化积淀的路径。

据悉，此次大赛分为“即时赛”和“海

上桃花源赛”，5月上旬将评出各类奖项，

并举办摄影作品展。赛事信息可查询上

海市摄影家协会官网、上海市摄影家协会

《上海摄影》杂志微信平台。

桃园文化与产业科技相结合
首届“海上桃花源”摄影大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