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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沈馨艺 通讯员 唐品璋

“赵老师调解工作室”“吴阿姨贴心

工作室”“国强帮你忙工作室”“王伯伯便

民服务厅”，日前，“三室一厅”在周浦镇

华城居民区“睦城汇”自治服务站正式启

动。之后，凡是遇到邻里矛盾、物业纠

纷，或是需要便民服务、法律援助，居民

都可以到服务站寻求帮助。

居民自治品牌聚人心

2014年起，每逢重阳节、端午节等传

统佳节，周浦镇华城居民区的“华样妈妈”

志愿者都会通过包粽子、送重阳糕等形式

慰问小区内的高龄老人、困难家庭，让这

些弱势群体感受到社会的关爱。

由于华城居民区是个混合型社区，

居民中既有不少年轻白领，也有大量动

迁老人，年龄跨度较大。因此，为满足社

区内不同年龄层居民的需求，结合实际

情况，华城居民区牵头成立了“睦城汇”

自治园地，“华样妈妈”“常青藤党员”“华

样青城”志愿者队伍，以及“阳光”文艺

队、“啄木鸟”业主巡查队等相继成立，

“睦城汇”自治园地成为了华城居民区的

一个自治品牌。

今年9月，随着“家门口”服务站建设

的推进，华城居民区将“睦城汇”自治项

目进行升级。将原本居委会办公用房中

的调解谈心室、妇女之家、业委会及爱卫

会志愿者服务室等进行重新整合、布局，

改建成了“睦城汇”自治服务站。

“我们将原本的会议室、舞房、党员

之家等一室多用，并将仓库改建成阅览

室，为居民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务。”周浦

镇华城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胡玮琦说。

专人坐镇“三室一厅”

在硬件升级的同时，华城居委也在

不断提升“睦城汇”的软件服务。服务站

内设立了“三室一厅”，即“赵老师调解工

作室”“吴阿姨贴心工作室”“国强帮你

忙工作室”与“王伯伯便民服务厅”。

其中，“吴阿姨贴心工作室”由“华样

妈妈”志愿者吴建萍领头，主要从事社区

内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据了解，“吴

阿姨贴心工作室”内设有 5个功能区，包

括缝纫区、妇女倾诉区、会客厅、成果展

示区及吴阿姨工作区。胡玮琦介绍，“吴

阿姨贴心工作室”之后还将与镇妇联合

作，定期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提供现场

咨询服务，“我们也希望利用这个工作

室，在社区里搭建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

平台。”

“赵老师调解工作室”则为居民发

声，并承担邻里纠纷调解工作。而“国强

帮你忙工作室”作为物业与居民的“中间

人”，收集居民意见，协助居委、物业提高

服务管理水平。“王伯伯便民服务厅”则

召集了社区里有特长的志愿者，为居民

提供便民服务。

胡玮琦介绍，每周一至周六，都有志

愿者坐镇服务站，而每周日，居委会特意

邀请了专业律师前来坐堂，为小区居民

答疑解惑。

“我们借助‘家门口’服务站建设，发

挥志愿者团队力量，为居民解决问题，并

提供各类服务。同时，通过组织多种活

动，丰富居民生活，拉近居民间的距离，

增加社区凝聚力。”胡玮琦说。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近日，11 支

来自“快乐老家”农村睦邻点的队伍相聚

在航头镇牌楼村委会广场，共同参与睦

邻点拍打操交流展示活动。

当天，来自梅园村睦邻点的阿姨们

带来了暖场节目集体腰鼓表演。11支展

演队伍各自身着统一服装，伴随着音乐，

有节奏地拍打、起舞。

参与此次展演的团队来自航头镇 7
个村的“快乐老家”睦邻点，共有 160 多

人。“快乐老家”农村睦邻点是航头镇十

大公益项目之一。2016 年以来，航头镇

先后建立了 15个睦邻点，并以睦邻点为

阵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互助活动，补充了

农村老年人“不离乡土、不离乡邻、不离

乡音、不离乡情”的养老需求。

航头镇老年协会秘书长朱玉敏表

示，目前，因家中子女忙于工作，老年人

退休后精神孤寂的情况愈发普遍，航头

镇通过创造农村“抱团式”养老环境，提

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希望

这种快乐互助的形式能实现“老有所伴、

老有所乐、老有所助”。此外，“快乐老

家”睦邻点还为解决“家门口”服务神经

末梢供血不足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拍打操作为一种中老年群众性体育

健身活动，深受‘快乐老家’睦邻点成员的

喜爱，通过举办交流展演活动，促进了各

睦邻点之间的交流，也为拍打操爱好者提

供了展示、切磋的机会。”朱玉敏说。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昨天，一场以

“服务献礼十九大 不忘初心志愿行”为主

题的“义卖嘉年华”在书院镇文化中心广场

举行，吸引了千余名居民和志愿者参与，在

寒冷的冬日里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活动现场，来自书院镇 19个村居、企

事业单位以及驻区企业的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共摆出 34 个摊位，鲜红色的临时帐

篷围成一个小集市，鲜花、盆栽、手工编织

品、日历等上百种商品琳琅满目。义卖商

品全部由居民、企业无偿捐赠。丽泽居委

妇女之家的志愿者郁梅花说：“义卖活动

的通知发布以后，得到了社区居民的积极

响应，几位热心阿姨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

间里，共编织了 45副手套、15个坐垫，这

些手工制品在今天的义卖中很抢手，一开

场就卖完了。”除了义卖以外，现场还开展

了手工DIY、套圈、粘土、插花等一系列互

动活动，吸引了不少居民参与。

家住书院镇新舒苑的徐文仙用 10元

钱换了公益代金券，然后买下了一盆小盆

栽，她说：“义卖的东西不错，价格也很实

惠，能为公益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心里感

到很高兴。”

“义卖嘉年华”从上午9点开始，到11
点结束，短短两个小时内，共募集到了

36572元爱心款。书院镇生活服务中心主

任郭琥虹介绍，这笔爱心款将作为书院镇

2018年度的慈善捐款。

郭琥虹说：“通过‘义卖嘉年华’来迎

接‘12.5’国际志愿者日，旨在进一步弘扬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

引导和鼓励更多居民参与志愿服务，投身

社会公益事业。”

当天，书院镇还为 2017 年度优秀志

愿者及优秀志愿服务项目颁奖。

本报讯（记者 陈烁）昨天，东明路街

道举行“12.5”国际志愿者日专场活动。东

明印象汇广场上摆开很多摊位，包括医疗

服务、家电维修、工会职工政策咨询、妇联

心理咨询、物业应急维修、安监消防安全

知识宣传等，为市民提供咨询及服务。东

明路街道社区管理办举办了绿色账户线

下兑换活动，很多居民拿着绿色账户积分

卡，兑换大米、银耳、抹布、垃圾袋、洗衣皂

等。此外，现场还有志愿者协会提供测量

血糖血压服务。同时，在凌兆天地还有

“学雷锋”集市，为居民提供缝纫修补、小

家电维修、法律咨询、配钥匙、慈善超市

义卖等志愿服务。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李娜）

近日，高桥镇潼港八村居民区党支部的

党员参加了一次特殊活动——“古镇再

造·高桥复兴”红色主题游。这是高桥镇

党委结合镇域内各类资源推出的一条线

路，受到各基层党组织的欢迎。

潼港八村居民区党支部是首家预约

到这个红色主题游的基层党组织。当

天，大家先后参观了高桥镇社区党建服

务中心、高桥历史文化陈列馆（仰贤堂）、

高桥绒绣馆及高桥烈士陵园等。

在党建服务中心，大家参观了集社

区党校、书记工作室、群团之家等为一体

的枢纽型党建服务阵地，还观看了优秀

共产党员郑瑾瑜事迹的微视频，及第七

人民医院推行区域化党建工作做法的微

视频。

除了参观，大家还在各个“景点”开

展学习，例如在高桥历史文化陈列馆学

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三部分，又在高桥

烈士陵园的上海战役浦东纪念馆重温入

党誓词。

高桥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红色主题游是高桥镇党委排

摸各类区域资源、结合古镇高桥的历史

和近现代红色资源后推出的，旨在为各

基层党组织搭建开展多元化组织生活的

平台，拓展党员教育渠道。

本报讯（记者 陈烁）日前，一场雅集

活动在唐镇文化创艺中心举办，古琴制作

技艺和昆曲两种非遗项目齐聚上海工匠

杨致俭创新工作室，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

的视觉、听觉感受。

当天，杨致俭创新工作室的幽篁里

古琴制作中心邀请了上海昆剧团青年演

员张颋以及她的团队，为现场 60多位来

自唐镇的大小朋友，现场讲解昆曲的历

史、发展、演变、角色行当等知识。与此

同时，作为“古琴斫制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的杨致俭，也向大家简单介绍了古琴

与昆曲的渊源。据了解，昆曲在 2001 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

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古琴斫制技艺在

2003 年 11 月也加入这一行列。杨致俭

表示，两者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中

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至宝，值得国人

为之骄傲与自豪。

讲解完毕，张颋和她的团队还现场表

演了昆剧经典唱段《牡丹亭》《懒画眉》片

段，并请现场观众上场学习昆曲的唱腔与

动作。最后，杨致俭与张颋合作共同演绎

了一曲《玉簪记》里的《广寒游》，奉上了活

动的点睛之笔——“昆曲邂逅古琴、良辰

遇见美景”。

本报讯（记者 陈烁）锣鼓书、哭嫁

歌、龙潭酒酿……日前，这些非物质文化

遗产走进大团镇北大居民区，让居民们直

观地感受了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使

非遗项目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由大团镇政府主办的“非遗进社区”

宣传展演展示活动，吸引了数百名居民参

与。大团镇小学锣鼓书传习所的学生以

锣鼓书《孝子春娃》拉开了整场活动序

幕。之后，市级非遗项目“哭嫁哭丧歌”传

承人王龙仙和弟子周菊萍，生动演绎了旧

时女儿出嫁时的感人场景。

展演中，还有经典沪剧、幽默喜剧、

拳操等节目，赢得观众们阵阵掌声。除

表演外，主办方还通过宣传展板、现场制

作等方式，对龙潭酒酿酿造技艺、龙潭竹

篮编制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展

示。

大团有着悠久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锣鼓书、哭嫁哭丧歌、龙潭竹篮、龙潭酒

酿”已被分别列入国家、市、区级非遗保护

名录。今年，该镇又成功申报“灶台砌筑

技艺”为第六批浦东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近日，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工会举办

2017“医学科技创新劳动竞赛”。来自上

海国际医学中心、上海西门子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上海健康医学院、周浦医院等

11家企事业单位的 50多名职工、学生参

加了竞赛。

浦东新区总工会副主席张剑铭表

示，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工会通过创新竞

赛模式，丰富竞赛载体，将劳动竞赛拓展

至广大非公企业和职工中，开创出一条

劳动竞赛的新路，通过劳动竞赛切实促

进浦东经济和社会建设，促进区域发展，

提升职工素质。他希望上海国际医学园

区工会今后要继续保持优良传统，将基

层好的经验和做法向区域内单位推广；

要努力挖掘创新典型，加快培养高技能

专业人才；要加大宣传力度，使医学科技

创新劳动竞赛深入人心，不断扩大园区

劳动竞赛的社会影响力。

此次竞赛以“组织病理切片”为主题，

分“专业组”和“业余组”两个组别，采用传

统的人工切片，对参赛选手的操作流程、切

片质量进行评分。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

来自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的齐飞和来

自上海健康医学院的吴丽娟分别荣获专业

组和业余组第一名。 （拉风）

丰富竞赛载体丰富竞赛载体 提升职工素质提升职工素质
——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工会举办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工会举办20172017““医学科技创新劳动竞赛医学科技创新劳动竞赛””

“三室一厅”专业服务满足居民需求
周浦华城居民区“睦城汇”自治品牌升级

“快乐老家”睦邻点里欢乐多

航头营造“抱团式”养老环境

大团非物质文化遗产进社区

非遗双绝齐聚唐镇文创园

书院“义卖嘉年华”两小时筹款3.6万元

居民在“义卖嘉年华”活动中选购鲜花。 □见习记者 郑峰 摄

拓展党员教育渠道

高桥镇推出红色主题游线路
志愿者日东明
举办便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