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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章磊

9月 30日晚上 6点半，四个孩子手拿

话筒走上临时搭建的舞台——康桥镇新

苗村村委会门口的空地上，一场迎接国庆

的文艺汇演拉开序幕。文艺汇演的十多

个节目，演员基本都是新苗村的文艺爱好

者。

新苗村地处康桥镇最东南角，群众文

艺活动基础较弱。在所属秀康社区党委

牵头下，今年7月，新苗村引入了社区公益

项目，邀请专业老师为村民提供为期半年

的文艺培训。这次文艺汇演，正是培训成

果的一次展示。

老少“演员”齐上台

临时搭建的舞台后，背景墙上是这次

文艺汇演的主题——“家门口的小舞台，

演‘益’生活大精彩”。专业设备投射出的

灯光，为整个场地营造了氛围。

文艺汇演的开场，是一场热闹的腰鼓

表演。当四个小主持人上台的时候，舞台

下已经聚集了百余名闻讯而来的观众。

整场汇演共 13个节目，种类繁多，有

合唱、少儿街舞、小品、拳操、沪剧、瑜伽、

时装秀等，参与表演的“演员”也是老少皆

有。

今年63岁的张忠弟，不仅与大家一起

合唱了《爱我中华》《祝福祖国》，还参加了

拳操表演。这是他第一次登台表演，为此

还化了妆。“以前都是自己玩一下，没想到

这次竟能上台表演。”表演完下台后，张忠

弟依然有点小兴奋。

“家门口”文化成果

这次文艺汇演，也是康桥镇传统群文

活动“村居一台戏”的新苗村、怡园村专

场。不过，与以往的“村居一台戏”相比，

这次汇演又有些特殊。

“以前的一台戏，会有一些镇里的文

艺团队来表演。这一次，所有的节目都是

我们村民自己表演的。”新苗村党总支副

书记唐学良说。

参加汇演的不乏“明星”。表演小品

《送戏下乡》的许美忠、许雅忠姐妹，今年7
月刚在康桥镇的比赛中拿下了第一名。

除了文艺汇演，舞台边还展示着不少

手工艺作品和少儿绘画作品。据唐学良

介绍，这些作品是暑期少儿活动结合“家

门口”文化体系建设的成果。

引入第三方公益项目

新苗村是康桥镇最东南角的村子，群

众文化活动一度十分匮乏。为了改变这

一状况，新苗村所属的秀康社区采取了一

些特殊的办法。

“调研得知村民的需求后，我们想办

法通过第三方，引进了公益项目‘家门口

的小舞台，演益百姓生活大精彩’。”秀康

社区党委书记陈燕介绍说。

这个公益项目通过组建、指导新苗村

的文艺团队，一方面让村民把闲散时间用

于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调动村民的积极

性；另一方面，也把文艺团队建设与“家门

口”文化体系建设相结合，挖掘村里的文

化达人。

项目从今年 7月底开始启动，截至目

前已经在新苗村成立了舞蹈队、歌唱队、

少儿街舞队、手工艺队等10个文化团队。

“这次文化汇演是项目引进后的第一

次成果展示，半年项目结束后，我们还将

再次进行展示，让大家都看到新苗村群文

活动开展的成果。”陈燕说。

本报讯（记者 陈烁）或是看一场居

民自编自演的情景剧，或是听一听淮音精

粹，或是看看家门口的摄影展，或是在各

秀场感受不同文艺风情……国庆前夕，浦

兴路街道启动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幸福家门口 美丽中国梦”——2018
浦兴路街道“家门口”文化艺术季。长达

两个月的艺术季，将为浦兴居民带来家门

口的文化盛宴。

在艺术季的开幕式上，浦兴居民已率

先感受了由社区工作者自编自演的方言

剧及情景剧。街道综合事务办表演的系

列方言剧《情满人家》第七部《幸福的家门

口》，向观众们展示了“家门口”服务给社

区建设带来的新精神、新面貌、新气象；

街道服务办和卫生服务中心共同创作的

情景剧《健康关爱在身边》，讲述了居委干

部、家庭医生和志愿者携手为老服务的感

人故事；街道团工委表演的《家门口的花

事》，生动再现了社区志愿者与年轻的创

业者因一盆鲜花产生误解、又在真相大白

后携手共续邻里情的曲折情节；街道妇联

带来的《最美阳台》，通过一对老夫妻在参

加最美阳台评选大赛中的矛盾与冲突，歌

颂了小区志愿者“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

奉献精神。这些情景剧和方言剧的创作

素材，均源自于身边的真实生活，带给观

众们温暖而感动的力量。

与剧场演出同时进行的，还有背景、

实景、“演员”相结合的“‘家门口’服务情

景体验展”。情景体验展以摄影图片作为

背景，展现居民区“家门口”服务站、最美

小花园、艺术墙、最美阳台、议事会等场景

画面；实景布置如办公台、红色港湾、议事

厅、团队活动室等均与现实相差无几；其

间还有部分代表居委干部、“最美志愿

者”、居民身份的“演员”与观众互动，再现

居民区“家门口”服务场面，增加参观者的

真实感、现场感和体验感。

据了解，此次“家门口”文化艺术季将

从 9月底一直持延续至 11月下旬，期间，

将先后举办“家门口”的好景色摄影展、好

故事征文比赛等系列活动，给浦兴居民带

来文化滋养和艺术熏陶。

本报讯（记者 徐玲）国庆长假，

举国欢庆，全球越剧名家、票友、戏

迷齐聚川沙，举办了一场越剧嘉年

华。

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

文华表演奖得主赵志刚携手国家一级

演员、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

主角奖得主陈湜，为戏迷们带来了越

剧清唱剧《红楼梦》。期间，还举行了

越剧《红楼梦》黑胶唱片全球首次签售

活动，据介绍，这是赵氏工坊出品的首

张黑胶唱片，也是中国唱片上海公司

时隔二十年重启黑胶生产线后的第一

张越剧黑胶唱片。

方亚芬、吴凤花、张宇峰、张咏梅、

李敏、杨童华、竺小招、郑国凤、金静、

胡佩娣、董柯娣、谢群英、廖琪英等 15
位越剧名家为戏迷带来当代越剧名家

流派演唱会，以清唱、彩唱、流派组合

等形式，展示越剧流派之韵味，展现代

表人物之风采。嘉年华期间还放映越

剧电影《白蛇传》，川沙金沙越剧团奉

上了经典名剧《孔雀东南飞》等，令票

友戏迷大饱眼福。

此次越剧嘉年华，除了可以欣赏

名家名角儿的演出，全球戏迷也来了

一次大联欢。来自厄瓜多尔的杨爱云

离开中国已经三十多年，对越剧的热

爱让她在事业有成之后急切地想回到

祖国，延续心中多年所愿。这次，她带

上了心爱的越剧行头，登上越剧舞台，

扮上一回“宝哥哥”，与全球各地戏迷

票友切磋技艺。

川沙是著名的戏曲之乡，“越剧嘉

年华”的举办，将进一步点亮川沙历史

文化名镇，也将吸引更多名家、名票和

戏迷关注、支持川沙，推进川沙成为戏

曲活动交流和集散地的建设。 本报讯（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者

章磊）近日，家住金杨新村街道香山新村

的小贺收到了一笔特殊的慰问金。不久

前金杨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党支部联

合金杨青青托儿所党支部开展“联动共

建 济困助学”主题党日活动，对辖区内

困难学生家庭开展集中走访慰问。走访

中，党员们了解到小贺刚读高一，平日仅

靠祖父、曾祖母照拂，家境贫寒。

在详细了解学生的家庭及生活状况

后，金杨青青托儿所负责人给小贺家里

送上了2000元的慰问金，并鼓励孩子与

老人要坚定克服困难的决心，支持孩子

完成学业。同时，党员们也激励小贺以

自强、自理、自勉的人生态度面对生活，

为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努力。收到慰问

金的小贺曾祖母刘老太对此十分感激，

她表示，一定会竭尽全力把孩子培养成

才，回报社会。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党支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本次通过与辖区党组织的

联动共建，既帮助了困难学生，也进一步

增强了基层党组织之间的凝聚力，从而

推进区域化党建联动共建工作。

“接下来，我们还将结对其他社区单

位，让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爱心队伍中，

给予困难家庭更多安慰，让他们真正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及温暖，树立生活

信心，积极面对未来。”她说。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 实习生 陶

毅雯）近日，位于周家渡街道洪山花苑的

科学生活体验中心正式向公众开放，居

民可以在家门口体验科技对生活带来的

便利。

该中心所处的洪山花苑周边拥有 2
座公园、多家中小学及幼儿园、以及多个

居民区。中心分为户外与室内两部分，

户外部分主要承担宣传功能，配备了科

普电子屏、宣传栏等设施，室内部分则是

中心的重头戏。

室内部分兼具展览、活动、休闲三大

功能，设有科普阅览室、科普活动室、科

普知识展厅、AR体验区等区域，可针对

防盗防骗、健康养生、垃圾分类等居民关

注的热点问题开展科普宣传。此外，各

区域有机结合，可以联动实现对居民，特

别是青少年的科学启蒙、兴趣培养及实

践创新，并通过“小手牵大手”的方式，全

面提升社区居民的人文科学素质。

周家渡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安平表

示，下一步，周家渡街道将继续下沉科普

资源，以菜单的形式丰富“家门口”服务

体系内涵，精准对接居民对相关政策、健

康、科技、文化的需求。例如在云台路沿

线，街道将坚持营造政校合作、政商共赢

的良好环境，打造科学文化艺术一条街，

作为一块宣传新高地，公共空间设施注

入科学精神。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杨

德明）10月2日，祝桥镇金源沪剧演出队

庆国庆迎重阳沪剧专场演出，在祝桥镇

金源睦邻点精彩亮相，吸引了附近村名

前来观看。

演出队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节目。在

演出节目中，既有传统沪剧《庵堂相会》

《雷雨》《茶花女》等，又有现代沪剧《芦荡

火种》《血染姐妹花》《申曲之恋》等。演

员们精彩的表演，让睦邻点的老年村民

大饱眼福，过足了戏瘾。

为保证这次庆国庆迎重阳沪剧演出

专场的成功，金源沪剧演出队负责人决

定全部彩妆戏服出演，以期演出达到最

佳效果。排练中，一句简单的唱词，一个

细小的动作，演员们都认真切磋，反复演

练，做到精益求精。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王欣）近日，金桥镇综合党委联合镇团

委、党建服务中心开展了以“两新组织

捐书籍，共建居村图书室”为主题的捐

书换绿植环保活动。

据介绍，作为今年金桥镇“两新”

组织读书系列活动之一，捐书活动吸

引了近500名“两新”组织的党员和团

员参加，共收到了包括政治、法律、文

学、健康、儿童等方面在内的500余册

书籍。捐书者可现场换领竹芋、文竹、

常春藤等绿植，并有园艺师提供养护

咨询服务。所捐书籍将被送至金葵地

区的居委图书室，满足当地居民的阅

读需求。

据了解，金桥镇“两新”组织读书

系列活动自 2005年至今已经连续举

办了14个年头。除了捐书环节外，还

包括读书交流、优秀征文等形式，深受

广大党员欢迎，对保持党员先进性，增

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组织力和战斗

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通过社区公益项目引入文化服务

“家门口文化”覆盖康桥偏远村

越剧名家戏迷
相聚川沙飙戏

金桥“两新”组织
参与捐书换绿植

周家渡居民
家门口体验科技

金杨共建活动
关爱贫困学子

祝桥金源睦邻点
办沪剧专场演出

看演出 听淮剧 观影展 赏秀场

浦兴举办“家门口”文化艺术季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9月30日，“迎

国庆 舞金秋 展风采”——2018惠南镇社

区居民莲湘舞蹈大赛决赛在听潮广场拉开

帷幕，从初赛中遴选出的 19支村、居代表

队逐一登台亮相。

为加强居民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打莲湘”的认识，2017年年底以来，惠南

镇特邀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导

师李林作曲，上海市舞蹈家协会理事、上海

市群众艺术馆舞蹈指导、副研究馆员裘思

凡等专家编舞，组织创编了第五套广场版

莲湘舞蹈《花好月圆》。近一年的推广中受

到居民喜爱，在社区里掀起一股舞动风潮。

惠南镇举行
莲湘舞蹈大赛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租下路边车

位，铺上地毯、立起帐篷，改造成临时的休

憩场所，这样的“不停车场”在去年引发了

公众的热议。近日，“不停车场”再次出现

在陆家嘴街头，营造“停车位梦公园”的概

念。

今年，这项活动深入到陆家嘴的核心

地带：名商路陆家嘴环路路口。主办方

M101佰壹行动小组租下了 3个路边停车

位，发挥众人的想象力，建造了一座临时

的街角公园。

记者在现场看见，“停车位梦公园”可

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靠近陆家嘴环路

处的一个停车位被改建成为公园入口，几

个“迷你月球”摆在地上，成为公园的“广告

牌”，引得不少路人前来一探究竟。M101
佰壹行动小组的冯绿叶说道。“我们希望这

座短暂存在的公园，能给陆家嘴注入轻松、

梦幻与活力，让这块始终高速运转的区域，

能够记住一处柔软、一处悠闲。”

据悉，“不停车场”活动源于 PARK
（ing）Day，在过去十多年间风靡全球 900
多个城市。2005年，美国旧金山一家建筑

公司，针对城市中缺乏开放的公共空间的

问题，租用停车位打造了一个仅持续两小

时的“公园”。它的照片迅速在网络疯传，

全球众多城市居民都开始租下停车位，并

自行创造一些美好的公共空间，人们的想

象力在街头碰撞，诞生了乘凉处、游戏场、

迷你音乐厅、农场等场所。

“不停车场”再现陆家嘴街头

打莲湘比赛现场，学生队伍也参与比赛。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社区工作者自编自演的情景剧很接地气。 □徐网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