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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头镇完善
“家门口”
服务体系的
“末梢神经”

居民在楼道口就能享受公共服务
■本报记者 须双双
从量血压、磨刀、理发，到读书看报、
调解纠纷，甚至是珠宝鉴定，只要走到楼
道口，都能一站式解决。家住航头镇瑞和
苑的张阿姨说:“现在不用出小区，就能享
受到各种服务，感觉又方便又舒心。”
7 月以来，航头镇启动并推进“家门
口”服务体系建设。针对“家门口”服务末
梢神经“供血不足”的情况，航头镇在建立
“家门口”服务站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将
“家门口”服务向楼组延伸（居民区楼道、
农村队组）工作，并因地制宜地建设“家门
口”服务点，将党建、公益和自治元素融
入，把各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三张清单促服务下沉
自“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启动
以来，针对全镇各大社区、村居站的不同
情况，航头镇根据“家门口”服务的类别和

功能，成立了党群服务、政务服务、生活服
务、法律服务等 8 个工作小组，负责相应服
务的清单梳理、汇编和业务指导。
通过调研走访、例会协调等形式，航
头镇全面梳理出了各职能部门的服务清
单，各大社区、村居站的需求清单和资源
清单，并将三张清单进行对照梳理，结合
各职能部门职责，将可下沉的服务汇编成
册，内容涵盖服务项目、服务流程、服务频
次等。

拓展家门口的
“微服务”
在建立“家门口”服务站的基础上，航
头镇探索布局“家门口”服务点，充分利用
楼道、小区凉亭、农村睦邻点等，为周边村
（居）民提供近距离的个性化、特色化“微”
服务。
瑞和苑“睦邻小屋”就是其中一例。
“睦邻小屋是党建引领下，居民发挥自治
力量的平台，也是‘家门口’服务体系的延

伸。”瑞和苑居委支委委员褚玉蕾介绍，
航头镇社建办工作人员吴彬介绍，今
2015 年起，瑞和苑居委利用楼道公共空
后，航头“家门口”服务体系将形成“3+
间，发动楼组长和拥有一技之长的居民建
38+X”全镇覆盖，
“3”，即以三大社区为基
立“睦邻小屋”，为居民提供量血压、缝补、 础，构建鹤沙航城、下沙、航南社区 3 个“家
磨刀、理发、出借轮椅和拐杖等
“微”服务。
门口”综合服务园，提供开放度高、功能齐
7 月以来，瑞和苑里的 14 个“睦邻小
全、上下联动、服务多样的一站式综合服
屋”挂牌“家门口”服务点，
“活动内容比以
务；
“38”，即 38 个村（居）委、社区工作站
前更丰富，服务功能再提升，制度上也更 “家门口”服务站，为村（居）民提供党群、
加完善了。”褚玉蕾说。成为“家门口”服
政务、生活、健康、文化、法律、社区管理等
务点以后，
“ 睦邻小屋”的活动时间延长
七大类服务；
“X”，即 X 个楼道、村组的“家
了，更多党员和群众参与其中，一位楼组
门口”服务点，以村（居）民自治形式，充分
长的女儿在金店工作，她发挥一技之长， 利用楼道、小区凉亭、农村睦邻点等空间，
利用业余时间主动为来“睦邻小屋”的居
为周边村（居）民提供近距离的个性化、特
民提供简单的珠宝鉴定服务。
色化微服务。
下一步，航头镇将按照“统一规范、因
地制宜、
成熟发展”原则，进一步完善其设
形成
“3+38+X”全镇覆盖
施设备、功能布局、志愿者队伍培育等各
除了在居民区楼道、凉亭等公共空间
项体制机制，做实“楼道客厅”
“ 议事小凉
亭”
“快乐老家农村睦邻点”等“家门口”服
设立服务点外，航头镇积极推动农村睦邻
点和服务点的融合，使服务项目常态化、 务点，实现“家门口”服务向“楼道+村组”
精准化。
延伸。

浦江学堂知林班
国学故事大赛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陈烁）穿上中国传
统服装，拿起传统简牍，用稚嫩的声音
讲述一个个故事……11 月 11 日，三林镇
联丰小学多媒体教室内充溢着浓厚的
传统文化氛围。这是第一届“浦江学堂
杯”国学故事大赛知林班初赛现场，来
自三林地区 16 所学校的 40 名学子陆续
登场，共同享受一场经典国学故事盛
宴。
故事赛在振奋人心的旋律中拉开
序幕。在 40 个参赛节目中，一众学子选
文丰富，既有传统历史故事名篇，也有
学生孝养祖父母的真实事例。孩子们
学以致用，将传统美德与实际生活连接
在一起，古为今用，又不失古典之精髓。
据了解，此次比赛以国学故事为载
体，体现小选手们对传统文化的诠释和
传承。整场比赛，时而激情豪迈，时而
婉约回旋，唤起了在场师生和家长的共
鸣。
经过评委评定，20 名学子获得“勇
于挑战奖”，17 名学子获得“勤学苦练
奖”，3 名学子获得“娓娓动听奖”，其中 3
名学子将代表知林班参加浦江学堂总
部复赛。

在
“都市绿肺”中完成公益骑行
11 月 12 日，2017 时尚骑行上海站活动在外高桥森兰绿地举行，5000 余名骑行爱好者身穿时尚骑行服，骑行在这个“都市绿肺”
中，感受时尚骑行的魅力。今年的时尚骑行活动以“公益”为主题，参与者完成的骑行里程，都将通过基金会助力防霾治霾公益项
目。
□本报记者 章磊 文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文明单位、浦东新区治安保卫先进集体、
全国教育系统教研先进单位等多项荣
誉。
“临港的大发展，正在给每一位临港
人带来更多的机遇。”石丽说，海音幼儿
园将以海洋文化为教育特色，把“爱的教
育 ”播 撒 给 临 港 更 多 的“ 小 天 使 ”，培 育
“现代小公民”，让他们与这个未来之城
共成长。

创办临港首家幼儿园

■本报记者 须双双
从 18 个孩子到 18 个班级，石丽带领
团队创办了临港地区第一所幼儿园，一张
张纯真的笑脸，是她心中不变的追求。
用 9 年时间，以“开放自主、健康快
乐”为办园理念的海音幼儿园成功创评
为上海市一级幼儿园，并荣获浦东新区

蓝白相间的背景墙上装饰着五彩贝
壳，斑斓的画作陈列其中，勾勒出各种可
爱的海洋生物。走进海音幼儿园，仿佛置
身于一个充满童趣的海洋世界。
“我们的优势就是临海，每一个小细
节都体现着海洋特色。”石丽介绍。目前，
海音幼儿园拥有南园部和北园部两处园
址，开设有 18 个班级，在读幼儿总数超过
500 人。
而 9 年前来到临港的“拓荒”情景，石
丽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2008 年，拥有 10 多年幼教经验的石
丽和其他 6 位老师来到这里，周围的小区
正在施工，四周还是一片荒地。第一年，
海音幼儿园只有 18 个孩子，家长大多是上
海海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两所高校的教
职工。
2009 年暑假，她放弃休息时间，一心

扑在园所的建设改造上。她发现，原来的
走廊都是铁栏杆，一下雨，雨水就漫延到
走廊上，于是她亲自参与设计，将开放式
走廊改成封闭式。工程竣工后，她还带领
教师集思广益，将浓郁的海洋风融入园内
环境布置中。

本报讯 （记者 章磊）11 月 11 日，康
桥半岛基本管理单元举办
“社区家庭日”
活动，近 50 个家庭、160 余人参加。康桥
半岛社区党委书记吴惠萍说，
这是
“家门
口服务体系”建设的一次尝试，
今后将举
办更多类似活动。
活动分成了三个环节。首先是小丑
暖场互动环节，由“小丑姐姐”带着孩子
们一起扎气球、变魔术、做游戏。接下去
是小朋友才艺表演环节，各个居民区推
荐的小朋友各显其能，有姐弟同台的尤
克里里+街舞表演，有大提琴演奏，也有
跆拳道和拉丁舞表演。
最后一个环节，是全家 DIY。在专
业园艺老师的指导下，每个家庭通力合
作，
认真专注地制作了多肉微景观。
吴惠萍介绍说，
这是康桥半岛基本单
元点首次举办
“社区家庭日”
活动，
也是单
元点为“家门口服务体系”
建设做的一次
尝试，
接下去将继续深化，
努力打造
“童年
乐无忧”系列活动，
给半岛单元点的小朋
友及其家庭提供更多“家门口”
服务。
“通过这样的活动，
我们希望能够搭
建一个社区交流的平台，
一方面鼓励孩子
们更多接触社会、展现自我，
一方面建议
家长工作之余更多陪伴孩子，
同时也让一
个个小家庭融入大社区。
”
吴惠萍说。

东明举办
“自治之旅”
定向赛

——记海音幼儿园园长石丽

□本报记者 刘思弘 摄

本报讯 （记者 赵天予）保安年龄
超过 60 岁、人手不足……这样的现象在
申城不少老旧小区并不少见，这也实际
影响到了社区管理。本月起，花木街道
培花社区启动保安一体化管理试点，将
专业保安队伍引进老旧小区。
此次试点由街道自治办、平安办、
房办、派出所和培花社区管理中心共同
策划推出，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
式，将专业的保安队伍引进社区，旨在
提升社区安全管理水平，为居民提供安
全稳定的居住环境。
试点首日，30 名身着统一制服的保
安在培花社区管理中心集合，之后分别
前往聚龙家园、惠德新村等 8 个小区的
门卫室，
与原保安进行工作交接。
今后，花木将为这支保安队伍配备
专门的巡视电动车等设备，并实行 24 小
时网络远程监控。

“社区家庭日”
凝聚小家庭

当好临港小公民的
“园长妈妈”

石丽

花木试点
保安一体化管理

接轨国际办学理念

“每年，海音幼儿园都有来自不同国
家的孩子入园。倡导开放式教育，培育
‘现代小公民’，是我们的办学目标。”石
丽说。
凭借浦东新区优质的平台，依托临港
打造海洋特色课程
与众不同的优势，石丽勾画着海音幼儿园
“海洋文化不仅体现在环境布置上， 未来的前景：临港是一个国际化的未来之
更要融入对孩子们的教育中。”石丽说。 城，海音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新型幼儿
多年来，她结合临港地区特有的文化资
园。
为了实现这一愿景，石丽向专家取
源，把“关爱海洋”教育理念融入到幼儿课
程中。
经，向同行请教，浏览了很多教育书刊杂
在园内，孩子们可以在海洋书吧、海
志，还借鉴欧洲、澳洲等国家的办园经验，
洋活动室，或是班级海洋区角，聆听、阅
又对台湾地区各种不同性质的幼儿园进
读、了解海洋方面的相关知识。通过海洋
行了为期半个多月的考察，她还带着管理
小剧目表演、海底音乐会、海底世界拼图
团队到香港的幼儿园交流参观。
等活动，让孩子们与海洋建立起感情，懂
石丽也非常重视教师培训工作，开展
得关爱海洋的重要性。
形式多样的带教、评比、研讨等活动，提升
“面朝大海，我们的优势是得天独厚
新进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的。”石丽说。每年都有一批又一批孩子
目前，石丽还兼任着冰厂田滴水湖幼
走进航海博物馆、海洋大学水生生物科技
儿园和方竹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在推动
馆等与海洋生物“亲密接触”，领略海洋科
临港地区幼儿教育发展的同时，石丽将海
技的神奇之处，逐渐树立起孩子们的海洋
音幼儿园的办学理念与成功经验不断辐
保护意识。
射，面向全区青年园长作交流、面向全区
2012 年，海音幼儿园成功创评为上海
开放优秀早教活动等。
市一级幼儿园。
“蓝色课程”特色、
“关爱海
一路走来，石丽把青春和爱奉献给临
洋”系列活动等也在幼儿家长中收获广泛
港这片热土，带领着全园教职员工不断进
好评。
取。

本报讯 （记者 陈烁）日前，一场“自
治之旅”定向赛在东明社区举行。参赛
者通过定向赛，实地了解了社区的特色
自治项目。
当天，活动主办方从 55 个自治金项
目中挑选了 11 个，设置了 11 个居民区点
位，参赛选手 5 人一组，需到达指定的 4
个点位，并完成相应任务。参赛的社区
居民年龄从 12 岁至 65 岁不等，可谓是一
场老少同乐的全民普及自治理念之行。
金禾居民区设置了“消防连连看”任
务，参赛者需判断火灾类型，准确连接消
防器具，并将火扑灭；金色雅筑居民区有
一场组合运动会，参赛者穿上搞怪服饰，
完成指压板上跳绳、组合爬行、夹气球等
组合游戏运动；在金谊河畔居民区，参赛
者则要完成 10 分钟救护演练，练习心肺
复苏、急救包扎等急救技能；在凌十二居
民区，参赛者要完成“你画我猜”游戏，考
验队员间的默契；湾流域居民区设置了
“组合节节高”游戏，参赛者在规定时间
内利用绳子将 5 个圆形桶依次叠高，练
习专注力。
参赛者还通过居委自治金展示点位
活动，参观了各居民区全新打造的“家门
口”服务站。通过定向赛这种新颖的形
式，社区特色自治项目直观地呈现给了
社区居民，同时为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培
养更接地气的社区公益项目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