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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型、全能型的师资队伍是办好

开放大学的基础。2017年岁末，上海开

放大学浦东东校引进国际职业培训师

（Training the Trainer to Train，简 称

TTT）标准教程，为全体教师安排了为期

3 天 1 晚的集中培训。TTT 中文版权所

有人暨授权导师洪宜斌、上海开放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伊晓婷以及企业知

名培训师张扬担任TTT培训导师。参加

培训的教师共分为六组：英语专业组、理

工专业组、会计专业组、行政管理专业

组、工商物流专业组和综合专业组。

第一天的培训中，洪宜斌介绍了TTT
六原则：“首善、乐从、区分、感召、分享、对

接”，并将大量的课程内容提炼为口诀，如

“正说反论诙谐讲”“前问后答中间讲”“同

义重复自圆其说”等，有效地加深了学员

的印象。伊晓婷则带领大家进行课程设

计的实操训练，各小组自行确定课题、设

计课纲、了解学生需求等。

第二天的培训依旧精彩，洪宜斌带

领大家进行集中培训，他介绍了“旧语新

说”“故事新编”“说文解字”“追问法”“异

声拢场”等教学实战技巧，并带动学员结

合专业知识进行实操训练。

张扬则在第三天的培训中开展游戏

教学，通过“三分钟倒计时”“三分钟手速

测试”“瞎子和天使”等游戏，让学员们切

身体会游戏类课程应该怎样开展，并学

习如何结合成人特点进行游戏教学设计

和开展游戏活动。

培训的最后，学员们还在导师的带

领下进行培训评测，以小组为单位，集思

广益，设计课程，登台展示。6位专业小

组代表分享了各专业组精彩的课程展

示，浦东东校校长吴锦帆、副校长顾君忠

和 3 位培训专家一一进行点评并颁奖。

吴锦帆表示，培训就是一场“旅行”、一场

“出走”。她希望东校的每位教师从自己

的“舒适区”走出来，以培训促反思，在日

常教学中，不断调整教学目标，吸收课堂

技巧与经验，更好地提高教师自身素

养。她同时提出，教师要不断学习，并能

够“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

用。

浦东东校历来重视教师的业务培训

和职业培训，本次引进国际职业标准化

培训，就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学校深度转

型，提升和优化师资队伍，也是学校落实

教师转型发展策略的实质性举措。

（李云芳）

适应学校深度转型 提升优化师资队伍
——上海开放大学浦东东校开展教师国际职业标准化培训

■本报记者 须双双

“通上了天然气，以后再也不用经常换

液化气罐了。”惠南镇陶桥村村民刘顺龙笑

着说。2月12日，惠南镇陶桥村自建房小区

天然气通气仪式举行。作为惠南镇首个自

建房小区天然气开通试点村，目前陶桥村共

有360户村民在春节来临前用上了天然气。

年后，还将有80户村民家中接入天然气。

多年愿望终成真

对于这份特殊的新年礼物，刘顺龙表

示很满意。过去家里使用液化气罐，一年

要换上八九次，自从家边的一家罐装液化

气企业关闭后，距陶桥村最近的液化气供

应站位于约 5公里外的城基路上，一来一

回十分不便。

惠南镇陶桥村开发建设时间较早，受

规划建设的限制，陶桥村村民生活硬件公

共配套设施相对不甚完善。随着村民生活

水平的日益提高，村内人口的逐渐增多，天

然气入户成了陶桥村民的殷切期盼。

“现在愿望终于实现了，真没想到我们

自建房也能跟商品房一样通上天然气！”刘

顺龙说。

村民自治自筹资金

陶桥村村委会主任赵良官介绍，此次

天然气工程的推进采取村民自治，资金以

自筹为主、政府拨款为辅。前期，村民小组

长、村民代表等挨家挨户上门征询村民意

见和建议，并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形成决议，

每户家庭以自愿参与为原则，缴纳5000元

费用接入天然气管道。

“部分居民对接入天然气比较盼望，但

一些老人却觉得没必要。通过村民自己商

量自己办的方式，大家对装不装、花多少钱

装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让每个人都能称心

如意。”赵良官说。

企业让利共惠民

陶桥村自建房小区天然气工程的推

进，离不开上海益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南汇天然气输配有限公司的支持。

据南汇天然气输配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周忠卫介绍，自建房接入天然气在施

工上相对商品房更加复杂，为了确保居

民安全用气，天然气输配有限公司对房

屋现有管线、周边管网布置等进行了大

量摸排摸底工作，并邀请行业专家参与

设计，前后十多次对规划方案进行了修

改、优化。

尽管成本相对较高，但南汇天然气公

司最终还是以低于商品房安装天然气管道

的优惠价格让利于民。“作为公用事业单

位，改善百姓的生活、实现居民美好生活的

意愿是公司秉承的服务宗旨，此次工程也

是公司为新农村建设作出贡献的一种方

式。”周忠卫说。

惠南镇副镇长黄谊表示，接下来，惠南

镇将继续推进符合条件的自建房小区、老

旧小区的天然气开通工作。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近日，新场

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开展“冬日献爱大

走访，贺春送福暖洋洋”志愿服务活动，

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为社区内的独居

老人提前送上节日祝福。

当天，30余名志愿者分为5个爱心小

分队，走街串巷，前往北大居民区的独居

老人家中，为他们贴上由志愿者提前写

好的春联、福字，并将亲手编织的围巾、

手套、帽子等御寒物品作为新年礼物送

到老人们手中。老人们纷纷表示；“这样

的活动真焐心！”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王迎

春）日前，曹路镇妇联组织“知心妈妈”

志愿者走进曹路消防中队，与战士们一

起包饺子、吃团圆饭，提前庆祝新春佳

节。

一大早，“知心妈妈”们就采购好了包

饺子用的食材，调好馅料，来到消防中队

的食堂，手把手教“兵儿子”包起了饺子。

新战士小黄说，他平时最爱吃妈妈包的饺

子，但自己从未动手包过，这次正好向“知

心妈妈”学学手艺，等回家探亲时，可以包

给妈妈吃。

吃饺子时，“知心妈妈”们对坐在身边

的战士呵护备至，教他们分辨虾仁馅、芹

菜馅、白菜馅的饺子，每样都尝一尝。有

个小战士吃着吃着就哽咽了，“妈妈平时

也是这样关怀备至，这一刻让我想起家里

的妈妈。”他说。

“知心妈妈”滕伟琴说：“很多新兵刚

到部队，不能回家过年，我们进军营和他

们一起包饺子，让战士们不回家也能感受

到母爱、享受到美食。”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李昕

芷）春节来临之际，高桥镇凌桥社区党委、

高桥镇文化服务中心、凌桥养护院三方联

合，为养护院的老人们送去了一场送福迎

新春慰问演出。

2月 7日，上百名来自凌桥地区各村

居委的文体志愿者为养护院的老年朋友

们送上了一场歌舞盛宴，提前庆祝农历新

年。

小合唱《卓玛》、沪剧《盘凤》、黄梅戏

《天仙配》、太极功夫扇、时装秀……各村

居委文体团队带来的节目，都是专门为老

人们“量身定制”的。老人们看得津津有

味，还不时鼓掌。

除了精彩纷呈的表演，书法老师还现

场创作了两副春联以及充满了美好寓意

的“福”“寿”等书法作品，赠送给了养护院

的老人们。迎新活动在大家争相书写

“福”字中画下了圆满句号。

凌桥社区党委相关负责人说，爱老

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祖祖辈

辈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春节来临

之际，举办这样的活动能够让养护院的

老人们更加感受到社区对他们的关爱和

祝福。

该负责人表示，凌桥社区党委此后还

将进一步整合社区资源，为老人们提供更

多的关爱和贴心的服务，同时也希望借此

带动更多爱心人士尊老、爱老、敬老、助

老，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王树

才）春节即将到来之际，航头镇组织开展

了志愿者扮靓庭院、大戏送到“家门口”等

各种活动，为居民迎新纳福。

临近年关，航头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依然如火如荼地开展。社区志愿者们走

室入户地发放倡议书，邀请居民共同参与

“缤纷社区，幸福航头”建设。

在航头大居，鹤沙航城社区党委调动

所辖范围内的 14个居站、社会团体、沿街

商铺的志愿者，进行了一次“迎新年清洁

家园扮美社区大扫除”行动，参加人数达

512 人，调动车辆 11 辆，清理绿化带 686
处，清理垃圾 1568 桶，处理机动车（僵尸

车）56辆，摩托车（电瓶车）220辆，清除废

弃自行车429辆。

除了节前“大扫除”，迎新纳福少不了

“文化大餐”。2月 8日，大型经典传统越

剧《打金枝》在航头镇文化服务中心剧场

拉开帷幕。

此外，航头镇文化服务中心请来航

头大居的 7 名书法爱好者免费为现场居

民写春联、送“福”字。短短两个多小时，

共送出春联300余副、“福”字400多份。

本报讯（记者 章磊）2004年建成的

周浦公园于 2 月 9 日更名为周浦文化公

园。在当天的揭幕仪式上，周浦镇政府相

关负责人说，计划在3年内投入2000多万

元，通过公园内部文化设施的改造营造氛

围，更多体现出文化带给居民的获得感。

位于周邓公路边上的公园大门口，

“周浦文化公园”六个崭新大字已被挂

上。据周浦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

去 3年时间内，将分批对公园内部进行改

造，增设或提升各类文化设施。

据悉，更名为“周浦文化公园”后，公

园内部将以周浦独有的“民间书画艺术”

文化及“浦东宣卷”民间曲艺文化为公园

改造的灵魂，打造三条主题游玩路线，分

别为特色文化体验游线、特色滨水休闲游

线、全民健康游线。

除了增设文化设施，周浦镇还计划提

升公园广场的活力，举办不同种类的文化

活动，例如高级别的展览、文化名家的创

作活动、群众文化活动等。

据周浦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目

前公园改造的整体方案尚未完全出炉，将

征求居民意见并不断完善。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联勤联动机

制、临时交通管制、网格信息技术……面

对祝桥空港工业区节前出现的习惯性拥

堵，今年春节前，祝桥镇采取多种措施，努

力让这个春节前不再有更多的车辆堵在

路上。

祝桥空港工业区毗邻空港物流区、

自贸区、保税区及规划中的铁路上海东

站。近年来，园区内企业逐步转型，仓储

物流型企业比重逐步加大。据统计，截

至去年底，园区内共计仓储物流型企业

87 家，其中仅 8 家大型物流企业高峰期

日吞吐量就近 3000 辆次/日，并呈快速

增长态势。

由于仓储物流企业的不断增多，之前

每到节假日，园区内的道路均会出现不同

程度拥堵。今年春节长假在即，由于大量

货车要赶在年前卸货进仓，从而导致许多

车辆在外围等待，造成严重拥堵。对此，

该镇及时召集相关部门召开协调会、商讨

会，启动多种措施，各部门联动，缓解了车

辆拥堵情况。

据介绍，为提高道路通畅水平，该镇

社稳办、城运中心、交警支队、空港工业区

等部门启动联勤联动应对机制，从城运中

心特保队伍中抽调力量至交警部门，由交

警在主要交通路口指挥，特保和门卫在门

口和支路维护排队秩序和进场指挥，所有

上岗人员分两班24小时全天候值勤。

交警部门从 2 月 7 日起对金闻路段

（北起闻居路南至金亭路）实施单行道交

通管制（公共交通除外），截止时间以交警

交通管制措施撤销为止，并制作了车道半

幅通行临时交通安全设施，标示于各道

口。同时，利用镇城运中心网格化监控系

统及对讲系统实行信息共享等互联网信

息技术手段，根据实时路况，及时调整交

警、特保等人员配置，形成以指挥中心为

管理核心，做到拥堵路口监控全方位、全

覆盖，拥堵疏导无盲区、无死角。

为保障治堵效果，该镇还加快了园区

联勤联动工作站的建设，今后将以工作站

为依托，建立并完善长效保障机制，提高

园区的交通保障力度。

村民自筹资金 企业让利惠民

惠南首个自建房小区天然气入户

周浦文化公园揭幕

航头开展多彩活动迎新春

空港工业区年前道路拥堵

祝桥镇采取缓解措施

新场为独居老人送祝福

“知心妈妈”探望“兵儿子”

凌桥慰问养护院老人
上百名文体志愿者送上歌舞盛宴

周浦镇居民纷纷在周浦文化公园门口拍照留念。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