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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玲 通讯员 刘黑炭

日前，“义工银行”携手“南瓜车”的

爱心义工们一起来到了金杨第二敬老

院，义务为老人理发，替老人按摩，陪老

人聊天，将爱心带给敬老院的每一位老

人。义工银行提倡的是志愿服务，而此

次携手的美发O2O平台“南瓜车”则带

来了五角场、静安寺等店的20名志愿美

发师，为老人修剪头发。

得知有义工要到敬老院来，老人们

当天早早就在活动现场等着，当他们知

道这些都是美发师时，更是乐得合不拢

嘴。一到养老院，义工美发师们就忙碌

了起来，边为老人剪发边陪他们唠家常，

老人们在温暖的氛围中，感受着来自家

庭般的温暖和儿女般的关怀。一起来的

其他志愿者在一旁为老人捶背按摩，老

人们开玩笑说，也算是上了一回高级美

容院，从头到脚都精致起来。

“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关爱

老人就是关爱我们自己。通过上门服

务，让我们更多了解、认识老人家的基本

情况，掌握一定的服务技巧，更好地为敬

老院老人提供人性关怀服务。”在老人们

表达感谢之情时，义工们这样表示。据

介绍，义工志愿者将把这项工作坚持做

下去，让尊老、爱老、助老、敬老的传统美

德影响更多的人，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

关爱老人的行列中。

■记者 徐玲 通讯员 杨旭 浦东报道

金秋时节，在浦兴路街道银桥居民

区，小区绿化带让人眼前一亮。一辆废弃

的自行车喷上彩漆，前后车篓成了艺术花

架，一排排洗衣液的瓶子斜斜挂在墙上，

植根其中的植物枝叶茂盛生机勃勃。这

是社区的“种爱心”项目，以建设花园社区

为纽带，促进社区居民的互动与参与。动

迁房小区居民对于土地的情感融入到种

绿、护绿之中，居民自治团队经历了兴趣、

参与、贡献、改变、收获的一系列发展历

程，银桥社区也成为了爱心绿色家园。

以绿会友种植为乐

银桥居民区是由商品房小区和动迁

房小区组成的混合型社区，不少居民有着

土地情结，有着种植兴趣，小区的绿化带

常常会成为居民的“个性化小花园”。如

何改变这一现象，让居民认同并且爱上社

区大家庭？一番考察后，居委会打算从推

动居民兴趣团队入手，将热爱种植的居民

团结起来成立了银桥居委“种植队”，去年

6月申请了“种爱心、织情网”居民自治项

目。

“种爱心”团队从居委会露台上开辟

第一块活动阵地开始，每周四定期活动，

慢慢培养和固定了一批小区喜好园艺的

居民，种植队通过几次讨论形成了基本的

团队分工，谁当队长、谁负责技术指导、谁

负责财务、谁负责采购，还有每天的浇水、

植物护理的安排等。

很快，露台阵地就不能满足居民的

种植需求了，团队就此进行了多次开放

空间讨论会。会议上大家达成共识，倡

议自己动手，从美化自己家门口的绿地

做起，治理小区杂草丛生的问题，主动承

担了门前绿化认养的任务。居民史先生

是从事绿化种植工作的，他成了居民们

的种植指导，不仅如此，社区绿化设计也

请他来帮忙。居民区主任李秀勤表示，

专业的设计给居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公

共绿化空间。

现在，银桥花苑已经开辟了8块“试验

田”，墙面、小花园、沿街露台都在进行园

艺绿化微改造。

如今，银桥花苑已经被列入浦兴路

街道创建上海市园林街道的重点点位之

一，浦兴路街道注入资金改造小花园、

紫藤长廊等设施，社区环境更加靓丽起

来。

各显才能品味生活艺术

“种爱心”项目如何做到可持续发

展，除了居民家中拿出的花草以外，团队

还想出了通过把培育的花草进行义卖，

用义卖的收入再投入的路径。到目前为

止，团队已经开展了四次义卖活动，共筹

得 2000余元资金。近期，年度大型义卖

活动又将举行。义卖资金，除了用于购

买种植物料外，更以每卖出一盆花捐出

一元钱的方式成立了社区“爱心微基

金”，用于邻里互助。“种植队”把种植和

爱心联结起来。

为了让社区小花园得到长期的养

护，种植队又组建了护绿队，居民们还制

作了自己的服装、设计了团队 logo。随着

居民申请打造门前花园的意愿不断增

加，团队还利用小区的卫生死角开辟出

一块苗圃，自己培育花苗，供应花卉的补

给，初步形成了育、种、护一体化的循环

体系。

银桥文化墙、创意彩虹小花园等一个

个富有创意和生机的空间被逐渐打造出

来。在这里居民成为自己生活的艺术家，

用废旧的自行车和儿童玩具创造的景观

小品，用木料和绿植打造的精致园艺小

景，越来越多的资源和能人被发掘出来，

小区的改变给居民们，特别是种植队的组

员们带来了自豪感、成就感和更足的干

劲。

■本报记者 章磊 浦东报道

“有了这个手环，就不怕老伴再走丢

了。”11月4日，家住周浦镇的吴阿姨接过

周浦镇赠送的老人防走失手环，高兴地说

道。当天，周浦镇城市网格化管理中心与

镇社区办共同举办了“老人防走失手环爱

心发布会”。发布会上，包括吴阿姨在内，

镇里有250位老人获赠了防走失手环。

据介绍，该手环由猎熊座安全技术

（上海）有限公司研发，将使用者姓名、联

系方式、住址、紧急联系人等信息输入对

应的系统后，能够实时定位使用者的活

动位置。一旦使用者走失，警方能够通

过查询该系统平台，追踪使用者活动轨

迹，及时找回走失者。

周浦镇社区办主任张竹英告诉记

者，使用防走失手环，是科技化解决老

人、尤其是失智老人走失这一问题的途

径。“根据周浦、周东派出所的统计数据，

周浦镇平均每周都会发生一起老人走失

案例，其中失智老人居多。虽然家人也

会给老人配置手机，不过老人经常无法

说清自己所处方位，导致寻回难度大，一

旦发生意外，给整个家庭带来的伤害难

以估量。”她说。

吴阿姨告诉记者，她的老伴今年 80
岁，是个失智老人，2014年 9月曾走失，

家人报警后，过了五天五夜，才在闵行区

找到他。“当时要是有这样的手环，就不

用担心这么多天了。”

据周浦镇城市网格化管理中心主任

钱洪飞介绍，周浦镇去年11月率先试点

推行电动自行车智能防盗项目建设，搭

建智能防范物联网平台，为辖区内 2万

台电动自行车免费安装防盗系统。老人

防走失手环则是电动自行车防盗项目的

延伸，使用了相同的技术手段。

猎熊座安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负

责人周伟介绍说，防走失手环的续航能

力长达两年，届时公司将免费更换，公司

正在研发第二代手环，将加入时间显示

等更多功能。

张竹英告诉记者，首批发放的 250
个防走失手环，对象主要是辖区内低保

低收入家庭中，老年人统一需求评估级

别为轻度和中度的老年人，其中失智老

人优先。此后，其他老人可凭医院相关

失智证明到村居委申请领取。

■通讯员 陈志强 王敏华 记者 陈烁

搓绳现跳、筷子夹豆、企鹅接力……11
月 4日，大团镇 20个村居委的参赛村居民

齐聚果园村文体广场，用自己熟悉的日常

生活，进行了一场别有趣味的运动会。

这是 2016年大团镇“果园杯”农耕项

目运动会，共20支队伍、200余名运动员参

加了比赛。比赛设有企鹅接力、搓绳现跳、

筷子夹豆、定点门球、定点投篮等项目，让

传统农业与运动时尚结合。

朴实的农家汉子，麻利地用手掌搓出2
米长的稻草绳，然后由一位女同志用搓好

的稻草绳以最快速度跳绳够一定次数，才

算比赛通过；“筷子夹豆”则是五人一组，每

人用筷子将黄豆夹入另一个盒子，2分钟内

循环接力，多者为胜。

“好久没搓稻绳了。”果园村六旬老农

方老伯参加完“搓绳现跳”项目后说，过去

种田、搓稻绳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拿手活，

现在农民劳动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

化，农耕项目运动会不仅健身娱乐，也同时

让大家体验了农耕之乐。

此外，活动中，2016年大团镇“市民才

艺大赛”“好声音歌咏比赛”“健身操广场

舞比赛”的获奖单位和个人分别获颁各个

奖项。

普通绿化带变身“文艺小花园”
浦兴社区居民自己动手争创园林小区

大团农耕项目
运动会举行

“义工银行”携手
“南瓜车”进敬老院

■通讯员 李耀华 浦东报道

游老街、逛市集、兜场馆、看庙会……

浦东三林镇至今已承办五届上海民俗文

化节。作为“老三林人”，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

民俗学会副会长陈勤建教授等上海民俗

文化专家近日相聚三林塘，议题就是如

何在原来的基础上，打造升级版上海民

俗文化节。

寻访老一辈三林人
留下“口述史”

“我还是那句话，搞好民俗文化节，还

得‘不忘初心’。”陈勤建教授的一段孩提

回忆，深深吸引了全场。1958年，上海沪

剧团就在陈勤建的三林塘老家蹲点，深入

体验生活。陈勤建说：“大多数老百姓喜

欢的东西，就是文化工作者的追求。三林

塘那么多老百姓喜欢沪剧，好好挖掘一下

这笔非遗财产，我们的‘初心’就不会忘，

三林镇的文化品位、上海民俗文化节的品

位，就一定会高。”

陈勤建的一番话，得到上海非遗保护

协会会长高春明称赞：“三林镇承办的‘上

海民俗文化节’，与众不同的是举办过高

质量的‘民俗文化论坛’；现在的问题是怎

么让主题更加贴切和深入？比如，可以在

非遗保护上聚焦。”

“我记得，上海民俗文化节的一个‘初

心’，是建立‘十大古镇联盟’，发挥三林镇

的平台作用，让上海的各个著名古镇共同

展示特色，焕发青春，提升活力。”当年民

俗节的策划人之一，上海非遗保护办公室

主任张黎明说，“我看，明年的民俗节，就

是要创造条件，让各个古镇都能参与，真

正像上海的民俗文化节。”

“文化初心”怎么进一步体现？上海

大学文学博士黄景春教授建议：“人在记

忆在”，要抓紧寻访老一辈的三林人，把

“口述史”作为一项文化工程加以实施，让

三林的文化、历史、人文凝聚起来，传承下

去，发扬光大。

上海市道教协会副会长、三林镇崇福

道院道长张开华具有浓郁的“三林情结”，

他说：“民俗文化节的举办地，离不开三林

老街，老街的规划和改造还要提速，老街

就是要改造得像一条‘老街’，那是老百姓

心目中的有风味、有特色的‘老街’，要真

正让老百姓有‘文化获得感’。”

可否把三林塘打造为上海
的“新文化地标”？

研讨气氛活跃，话题不断深入。田

子坊商会会长吴梅森说：“我一直说，文

化为灵魂，商业为基础，旅游为景点，作

为三林文化的载体之一，三林老街如何

升级换代？商业布局、客流人流、广告招

牌都要与时俱进。”吴梅森为三林出点

子：“第一，能不能搞一个宣传三林镇的

三维立体影视片，在主流媒体上播放，作

为旅游宣传片推广；第二，可以组织具有

三林风味的摄影展，到上海的十大知名

创意园区去展览，扩大三林塘在上海滩

的知名度……”

陈勤建也表示：“三林规划建立明清

风格的‘筠溪小镇’，这是很好的大手笔。

我建议，最好把三林镇原来的历史风貌考

虑进去。比如，我小时候的住地，就是传

说中乾隆下江南的堂口，如果有了这些内

容这样‘筠溪小镇’的人文价值就会凸

显。”

高春明曾对山东台儿庄进行过文化

考察。他认为可以借鉴台儿庄的经验，抓

住历史文化的地域特点，借着珍贵的老照

片，精心复原当时的场景，重新打造了传

统的氛围，使之成为新的文化地标，提升

地区文化品质。

“民俗文化节要有根基，我主张，把现

有的三林民俗文化馆搞成精品。”上海社

科院教授黄江平说：好多民俗文物散落在

民间，哪怕一个小小的鱼篓都很有价值，

因此，要重视做好民俗馆的规划，打造一

流的民俗馆。

当天的“城隍出巡”民俗活动，让与会

专家眼眸一亮。望着城隍爷出巡的壮观

场面，上海社科院教授郑祖安表示：“三林

老街应继续扩大开发的深度，加大民俗文

物的抢救性保护力度。”

上海社科院教授蔡丰明、华师大社

会科学博士程鹏也认为：“上海民俗文化

节的升级版，就是要站位高，眼光远，立

足上海，实现与长三角的资源相链接，与

全市、全国的文化建设紧密融合。”

专家们进一步表示，城隍出巡就是

“城市庙会”，三林的历史文化是一座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三林镇可以选

择民俗文化专题，与社科院和高等院校开

展课题合作，不断转化研究成果，更好推

动千年古镇的转型、升级、拓展。

沪上民俗专家相聚三林塘研讨古镇文化

打造升级版上海民俗文化节

参加搓草绳比赛的运动员麻利地用手掌搓出稻草绳。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依托新科技守护失智老人

周浦为老人发送
防走失手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