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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乔曦丽

绿树掩映、碧水绕宅，在宣桥镇新安

村，经过近4个月的“美丽庭院”建设，试点

村组的环境焕然一新，一个个村民公共活

动空间逐渐落成。

“乡村的美丽在于原汁原味的乡愁。”

宣桥镇“美丽庭院”建设的设计指导师郭

南凯表示，新安村“美丽庭院”建设秉持

“唤醒美丽乡愁 追寻儿时记忆”的目标定

位，在推进过程中，尊重乡村自然风貌，力

争打造出一个极富浦东村落自然韵味，让

本地村民得实惠的美丽空间。

一砖一瓦取之乡村

“香樟迎客”“陇上花香”“竹径清

幽”……走进新安村，一处处宅前屋后的

美景像散落的珍珠般串联起乡村图景。

这“新安十景”只是宣桥镇在“美丽庭院”

建设的过程中留住乡愁的体现之一。

“在景观建设中，我们用的一砖一瓦

全都取之乡村，用之乡村。”郭南凯说，例

如新安村九组路口处的“留亭花影”，铺路

用的青砖黛瓦全是从村民家中收购而来

的。

除了建筑材料，景观设计的理念也体

现了当地特色。竹篱笆、香樟树、水泵站

等乡村常见之物成为十景的主角。沿着

乡间小路前行，一幅玉米丰收的彩色墙绘

映入眼帘。宣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之所

以选玉米作为墙绘主题，是因为新安村是

一个纯农业村，更是上海市最大的鲜食玉

米示范基地。

提炼当地特色文化

“美丽庭院”建设前期，宣桥镇邀请区

农委领导、文博专家、民俗专家、设计团队

多次现场把脉，确立了“唤醒美丽乡愁、追

寻儿时记忆”建设理念，更邀请了原南汇

博物馆馆长郭南凯担任设计指导师，以

“不过度使用城市元素，注重乡村民风，因

地制宜，就地取材，变废为宝”为原则，形

成设计方案。

在保留乡村原貌的基础上，宣桥镇还

注重挖掘当地乡贤故事、红色历史等，为

“美丽庭院”建设注入更多文化内涵。

新安村有一位村民是诗词爱好者，郭

南凯在设计方案期间走村落户时，偶然听

说了他的故事，便在与其沟通后，为该户村

民的宅前设立了一处原石景观，上面还镌

刻着该村民的原创诗歌；新安村还有一段

光荣的红色历史，这里的芦苇荡曾为中共

地下党组织提供天然庇护。因此，新安蔡

氏“一门双杰”“浦东沙家浜”的元素也将在

“美丽庭院”建设中一一体现。此外，返乡

创业的“80后”糕点师、村民小辈“从新安到

清华到哥伦比亚”的求学故事等被一一发

掘，成为弘扬乡风文明建设的最佳脚本。

村民参与村民受益

5月15日，新安村49户获评三星以上

的“美丽庭院”星级户正式挂牌。

除了评选星级户外，宣桥镇还利用社

区报、微信推送，下发《美丽庭院倡议书》，

让“美丽庭院”建设更深入人心，并组建了

环境保洁队、河道清障队、党员先锋队、巾

帼督导队、知心互助队、综合考评队六支

志愿者队伍，发挥村民主体作用，助力推

进“美丽庭院”建设。

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宣桥镇“美丽庭

院”建设不在于“浓墨重彩”的改造，而更

注重水环境改善、道路体系优化和建设村

民共享空间建设，让村民得实惠。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张

燕）近日，惠南镇文学社来到惠南镇汇

南村“家门口”服务站，开展巡回宣讲活

动。

当天，70 多岁的主讲人庄岳峰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讲述改革

开放以来惠南镇翻天覆地的变化，并鼓

励大家为实现“中国梦、我的梦”不懈努

力。村委全体班子成员、全体党员、村民

代表共60多人参加宣讲活动。

据了解，此前，惠南文学社巡回宣讲

活动已先后走进惠南镇陆楼村、黄路社

区绿城居委的“家门口”服务站，为居民

送去精神食粮。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近日，一场

以“温馨五月花”为主题的手工制作体验

活动在航头镇社区党校内举行。活动现

场，10多名学员在南馨佳苑社区志愿者

的指导下，用彩色丝袜制作出一盆盆睡

莲。此次活动是航头镇社区党校“党员

增能小课堂”系列活动的第一场，今后还

将陆续开展文学、音乐、养生、心理学等

多门类的体验活动。

“党员增能小课堂”系列活动由航头

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社区党校共同开

展，是把社区党校的“家门口”教育服务

做实、做优的一项重要举措。活动面向

航头镇区域内的全体党员，旨在通过新

颖的教学形式，增强党员活力，促进党员

多方面素质的提升。

本报讯（记者 徐玲 通讯员 韩

大方）5月11日，川沙新镇砖桥工业区

里，3 辆拆违用的大型剪刀机将无证

建筑夷为平地。120多名“无违”居村

（镇、社区）创建相关工作人员在现场

观摩，并召开川沙新镇“无违”居村

（镇、社区）创建工作现场推进会，掀起

“无违”居村创建高潮。

砖桥工业区位于川沙新镇六灶社

区鹿溪村，共有企业 13家，区域建筑

面积15万余平方米，其中无证建筑占

地约 10 万平方米。按照市“五违四

必”整治工作总体部署和新区年内基

本清库的要求，以及川沙新镇“无违”

居村（镇、社区）创建的工作目标和实

施方案，砖桥工业区内的无证建筑将

在9月底前全部拆除。

今年以来，川沙新镇按照市、区

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多措并举，有效

推进“无违”居村（镇、社区）创建：建

立“5+1”工作小组、制订《关于开展

“无违”居村（镇、社区）创建工作的

实施方案》等 3 个规范性文件，加大

宣传力度，形成了良好的整治氛

围。截至 5 月 10 日，川沙新镇已拆

除无证建筑 106.30 万平方米、核销

库内面积 88.15 万平方米。此外，还

对 675 家污染企业进行全面整治，已

淘汰关闭 415 家，完善备案 14 家，整

顿规范 246 家。固定场所违法违规

经营整治 315 家，完成计划任务的

26.69%。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近日，大团

镇启动反邪教巡讲宣传活动。5月至 6
月期间，将有多场巡讲活动走进全镇 21
个村居，针对当前反邪教形势等内容面

向居民开展宣传教育。

大团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

的开展，旨在让大团居民进一步了解邪

教的危害，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共同创建

平安大团。

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由浦东新区洋泾街道、上海华美公益发展中心联合主

办，由浦东新区清和社区公益服务中心协办的“与子偕老 华美人生”2018洋泾街道

第二届“金婚”庆典在八九一公益坊会场举行。

当天，38对“金婚”夫妇身着礼服，在子女的陪伴下手挽着手走上红毯，接受在场

所有人的祝福。浦东新区妇联、洋泾街道和上海华美公益发展中心的领导为“金婚”

夫妇颁发纪念证书，并送上深深的祝福。

图为手牵手走上红毯的“金婚”夫妇。 □徐网林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黄静）5月 15日，金

杨新村街道举办了第 28个全国助残日

主题活动暨 2018“公益召集令益起来”

关爱残障人士文化艺术节。据悉，今年

的助残日主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

疾人一个也不能少”。

街道相关人士表示，此次活动不仅

展现了金杨社区残障人士的艺术才能、

手工技能，同时也让残障人士感受到了

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陆家嘴街道

辖区内有 3900 多名残障人士，因肢体、

智力、视力等不同问题，其需要的服务也

具有特殊性与多样性。为此，街道建立

起“阳光家园”项目，帮助残障人士及其

家庭。

“阳光家园”建设以专业机构为中

心、社区为基础、家庭邻里为依托，从而

覆盖整个陆家嘴，提供针对残障人士的

生活照料和服务，如残疾人康复、无障碍

家庭体验等。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昨天上午，

2018年上海市科技节潍坊社区科技节开

幕仪式在潍坊社区科普中心举行。本次

科技节主题为“科技承载小小梦想 创新

描绘美好生活”。

开幕式上，浦东新区科协和潍坊新村

街道向上海中医药大学公共健康学院党

总支书记段艳霞、浦明师范附属小学副校

长张玉兰、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院长

傅弦琴、纸模达人张惠方颁发聘书，他们

将作为科普顾问，参与到今后潍坊社区的

系列科普活动中。

同时，潍坊社区科普书籍漂流项目正

式启动，一批科普图书将走进各个居民区

“家门口”服务站，供居民借阅。科技节期

间，潍坊新村街道还将推出科普图片展、

科普影片循环展示、科普公益市集、科普

讲坛、创新屋手工体验等活动。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者

章磊）日前，周浦镇棋杆村文化广场上

人头攒动，村里的舞蹈爱好者早早地聚

集在此，等待镇文化中心特派指导员的

到来。

近年来，周浦镇充分利用送文化下乡

的平台，采取多形式、广角度、全覆盖的方

法，开展各种理论宣传主题活动，把先进

文化送到农村。镇文化服务中心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今年文化中心结合“家门口”

服务体系，通过“送戏下乡”“送培训下乡”

与“送图书下乡”的方式，将文化服务送到

居民身边。

他说，“我们让专业舞蹈老师及社区

舞蹈团队骨干成为文化指导员，让他们走

进基层，组织村舞蹈团及舞蹈爱好者，指

导并创作编排一批有创新、有故事的舞蹈

节目，丰富百姓的舞蹈内容与形式。”

此外，周浦镇文化服务中心将于年底

举行“送培训下乡”的展示活动，届时，镇

内各村居都将派出舞蹈团队，通过特色节

目展现培训成果。

本报讯（记者 徐玲）日前，合庆镇

庆华居委的5个楼道里出现了一抹“温馨

黄”，在楼道靠近墙壁的一侧，老龄办与

社会企业合作，从底楼到顶楼加装了一

个安全扶手，老年居民上下楼可以扶一

把。

在大调研行动中，合庆镇对镇域内

的村居进行走访后发现，一些基础设施

较差的老旧小区里，老年人大多为拆迁

户，而且大部分老年人都是和子女分开

居住。许多老年人上下楼梯腿脚不便，

上下楼已成他们外出活动的最大障碍。

合庆镇老龄办经过实地调查还发

现，不少老楼楼道较窄，原来的扶手老旧

生锈且出现破损，给行动不便的老人带

来不少安全隐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合庆镇老龄办

与上海兆龙助力机械有限公司取得联

系，决定先免费在老年居民比较集中的

庆华居委485弄的5个楼道内安装安全扶

手。据介绍，新安装的扶手颜色醒目、安

全环保，与一般扶手不同。新扶手较为

扁平，易于抓握。扶手的特殊材质即使

在冬天，触碰起来也不会感觉冰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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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社区科技节开幕
孩子们在潍坊社区科普中心体验辉光球，学习科普知识。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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