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准化示范儿科门急诊项目建成后，患儿就诊流程更规范。 □徐网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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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徐

星涛）“乡村振兴，让我离自己的梦想更

近了一步。”曾在比利时生活了20多年的

归国华侨胡汉年说。如今他定居书院，

经营着一处乡间民宿。

打造“同心”阵地

年过半百的老胡，上世纪九十年代

就定居国外。2016年，书院镇清新的空

气、美丽的乡村环境，吸引他回国逐梦。

他租下了棉场村的一幢“危楼”，以自己

在比利时开建筑设计公司的经验，亲手

设计，改建成流年格民宿。

流年格为来往者提供的不仅是食

宿，更是一个坐落在田野里的休憩港

湾。抱着这个初衷，老胡经常向留宿的

客人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流年格的由

来。每年老胡都会举办多次读书会，将

自己的国外创业经验分享给参加读书会

的年轻人，甚至用自己积累的人脉资源

帮助有需要的年轻人。

一年前，书院镇侨联的工作人员走

进老胡的民宿，认识了老胡和他的家

人。今年初，老胡为区、镇两级侨联举办

元宵节活动出力，双方的理念一拍即合。

今年4月，“流年格”正式挂牌成为书

院镇首个侨微家，作为书院镇侨务工作

中的一座“桥”，将成为未来书院镇侨联

活动的主要阵地之一，发挥沟通联系侨

界人士最基础单元作用，通过“微阵地、

微服务、微活动、微声音”，团结凝聚书院

侨界人士。

书院镇统战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将

用好侨微家阵地，使侨微家从单一型向

复合型统战微家（侨+少数民族+其他）发

展，打造书院“同心”品牌。

带动“美丽经济”

“我回国后的这段时间，这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路宽了，路灯也多了，

环境一年比一年好，一点也不比国外

差。”老胡说。

老胡不仅是乡村建设的见证者，更

是受益者和参与者。

近期，书院镇持续推进“美丽庭院”

建设，全镇开展宅前屋后的整治，以家庭

美化、绿化、洁化为目标，掀起了全民“大

扫除”。周边环境改善了，“流年格”的大

院子显得更加精致，吸引了更多客人。

在各旅游网站的回复评论中，除了对老

胡和他的民宿的好评，还有不少对周边

环境与农村变化的赞赏与肯定。

“流年格”从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

乡村振兴的一张名片。

值得一提的是，“流年格”的食材都

是本地出品。老胡包下8亩地，请周边村

民进行无农药栽种，为来住宿的客人提

供新鲜的健康食品。有时候还会带着有

需求的客人去周边农户家直接采摘购买

新鲜蔬菜，带动周边村民增收。

“流年格不仅仅是个民宿，还是一个

精神交流的平台，能以乡旅带动农业经

济发展。”谈及未来，老胡说，自己正慢慢

摸索，希望将自己的这套模式推广出去，

让更多村都有一个“流年格”，助力乡村

发展。

近日，第八届泰隆商业银行杯业余象棋比赛在惠南镇古钟园开赛，来自惠南镇

各居村的80多名象棋爱好者一赛高下。

参赛者共分成4队：精英队、中年队、老年队以及娃娃队，其中年龄最大的参赛者

已经88岁，最小的只有7岁。老少棋迷在楚河汉界调兵遣将、斗智斗勇，尽享象棋带

来的乐趣。 □本报记者 须双双 文 通讯员 孙关勤 摄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余达

升）近日，北蔡镇御桥社区携手共建单位

海关学院，开设“垃圾分类新风尚·青春志

愿我先行”专题培训课程，千余人次接受

垃圾分类的专业培训。

上海市先锋环保的专业老师通过游

戏和理论相结合的方式，为师生们介绍了

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和要求。

御桥社区 5月 22日成立了北蔡镇御

桥志愿服务基地，组建了 5 支志愿者队

伍，其中的一支就是海关学院大学生环保

志愿者。御桥社区策划了15场关于垃圾

分类的专题培训，分别对学校和 18个居

民区的学生、居民志愿者进行培训。

除了海关学院，御桥社区还携手共建

单位绿川学校，将垃圾分类知识引入中学

课堂。专业老师为同学们带来了垃圾分

类的专业课程，通过设置有奖问答、卡牌

游戏等环节，让孩子们主动参与其中。据

悉，御桥社区在今年暑期还会将垃圾分类

课堂搬到各居民区，让更多的中小学生参

与社区活动。

■本报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龚桂峰

“这位老同志精神可贵，一个拖把

一片心啊，谢谢你。”新场镇坦直小学党

支部书记张浩说。近日，坦直居委党员

志愿者祝文耀在居委干部的帮助下，将

60个拖把分送给坦直社区的学校、养老

院和居委会。

说起这 60个拖把，还有一段故事。

有着50多年党龄的祝文耀，曾经做过电

工。退休在家后，他常想着要以自己的

实际行动继续为社会作贡献。思来想

去，他利用自己多年来免费为服装企

业、商场、个体户维修电器建立的人际

关系，在企业老板的支持下，将服装厂

用剩的边角料一点一点收集起来，还将

人们丢弃的废旧小木棍捡拾起来，自己

掏钱买了铁丝、铁钉，花了三个多月的

时间，手工扎了 60个拖把，送给相关单

位，完成自己的小小心愿。

这不是祝文耀第一次做好事。早

在2016年，他就尝试为社区里的老年人

做板凳，扎扫帚，做拖把。几年来，他先

后为敬老院和学校送去了 200 多个拖

把、扫帚，还有 1台洗衣机和 150多只小

板凳。

出生于农村的老祝，为了报答家乡

父老乡亲，还挨家挨户为乡邻们送小板

凳。坦直养老院也是老祝的义务服务

点，电源、电灯等坏了找他维修，养老院

用的拖把也几乎被他“承包”了。

为了感谢老祝的一片爱心，去年，

坦直养老院和石笋养老院专程为他送

上了“敬老楷模，爱心永存”的铭牌。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历经 4个多

月的磨练，陆家嘴街道第一期“明星社工”

训练营近日闭营。30名来自基层的青年

社工分组进行了结业展示，陆家嘴社工队

伍向专业化、职业化目标更进一步。

本次训练营内容包括集中学习、交流

研讨、拓展训练、知识竞赛、案例 PK等。

结业仪式上，学员们表演了微演讲《社工

加油站》、情景剧《星闻坊》、诗朗诵《我骄

傲，我是社区人》。

综合各学员在培训期间的表现考评、

职业能力素养考评和学员民主推荐，来自

隧成居民区的钱钢、梅三居民区的刘超等

6人脱颖而出，被评为优秀学员。钱钢表

示，通过此次训练营，既夯实了社工基础

知识，又提升了实务解决能力，还结交了

一批志同道合的社工朋友，对他今后的工

作与人生都很有帮助。

“希望大家积极进取，做有示范引领

作用的明星社工；勇于创新，做综合素养

优秀的社区工作者；立足群众，做有家园

情怀意识的陆家嘴人。”陆家嘴街道党工

委书记凌军芬说。她表示，陆家嘴街道是

“全岗通”的发源地，明星社工学员要自觉

担负起传承和发扬“全岗通”工作模式的

重任，成为“服务型+技术型+综合型+智

慧型”的新时代社工，将陆家嘴街道“全岗

通”工作模式提升至更高水准。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李信

娴）“孩子们能够写出这样的书法作品，

很不容易，我们的传统文化后继有人。”

近期在康桥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办的

一场书法作品展，让家住康桥的林先生

颇有感触。

据悉，这场书法展的作品，出自“发

现康桥之美”——第八届童心筑童梦康

桥镇中小学生书法比赛。

由康桥镇党建办、团委、妇联、文化

服务中心等单位共同组织的这场比赛，

面向康桥及周边地区 18岁以下的青少

年，吸引了来自十几所中小学校、美术培

训机构的78名学生参赛。

本次比赛的作品以“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展现心

中宏伟蓝图，弘扬民族精神和民族优

秀文化。

获奖作品在康桥社区文化中心展

出。文化中心邀请了获奖的孩子们前来

观展，让大家在文化氛围中过端午节。

有获奖孩子的家长表示，这个书法

比赛及展览十分有意义，为学生提供了

展现自己的平台，参赛者在练习的过程

中，也提高了书写能力，积累了参赛经

验，还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

康桥镇文化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开展中小学生书法比赛和展览

活动，旨在推动广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

激发孩子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

心，促进学生及家长的文化认同，增强文

化自信。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曹宣）

近日，曹路镇中虹文化客厅的社区治理微

课堂专门就垃圾分类开课。

课堂上，嘉宾们分享了关于垃圾分类

的工作心得，针对居民区目前在垃圾分类

工作上的困惑难点和问题，和现场参加人

员进行互动交流，共同探讨居民区推进垃

圾分类工作的有效方法和机制。

作为上海垃圾分类工作的专业倡导

者，静安区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

的韦璐以“如何促进居民源头分类”为主

题，分享了垃圾分类实操性的内容，并结

合居民区的垃圾分类实际案例，讲述了

如何动员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如何实施“一类型一办法，一小区一方

案”等。

绿主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郭文静

提出，垃圾分类关系到每个人行为方式、

理念的转变。“不同居民区在推进垃圾分

类工作中表现出的差异，背后反映了组织

力、居民自治力的问题。如何建立平台，

遇到问题如何协商，遇到不同意见，如何

形成一致意见，都是非常具体细致的工

作。”

曹路镇相关领导表示，曹路镇就如何

推进小区垃圾分类工作做了整体部署，并

积极寻找突破点，结合每个居委会的自治

项目，以点带面推进这项工作。

“通过这次微课堂，我们希望每位居

民能够深入了解垃圾分类的意义，从身边

做起、从点滴做起，自觉开展生活垃圾分

类，逐步形成垃圾分类及环保意识，养成

珍惜资源、节约能源的生活习惯。”该领导

说。

本报讯（记者 张琪）2018年，浦东实

现了综合性医院全部开设儿科门急诊和

病房；今年，门急诊一体化成为现实——

浦东第一个全市“标准化示范儿科门急

诊”项目日前在浦东新区人民医院开诊。

上海市政府“十三五”规划指出，将

在全市综合性医院建设 50个标准化示范

儿科门急诊项目，努力建成与上海城市

功能定位相适应、与儿童健康需求相匹

配的儿童健康服务体系，让每一儿童都

享有便捷、均等、优质、连续的健康服务，

使儿童健康水平继续保持发达国家和地

区的水平。

2017年第一批项目获批，浦东有三家

医院入选，分别是浦东新区人民医院、周

浦医院、曙光医院。其中，浦东新区人民

医院儿科是浦东新区综合性医院儿科规

模最大的医疗单位，年门急诊患儿 16万

人次左右，年出院病人 3000-4000人次。

该院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儿科医疗联合

体成员单位，健康医学院临床学院儿科学

系主任单位。2019年，该院儿科荣获上海

市综合性医院质量控制第一名。

经过一年多建设，该院标准化示范儿

科门急诊项目率先提供服务。新的门急

诊位于急诊大楼二楼，为独立诊区，与成

人诊区完全隔离，建筑面积约 548 平方

米。共有 7间普通门诊诊室，2间急诊诊

室。另外还增设了隔离诊室，减少了交叉

感染风险。同时增设有急诊抢救室、留观

室、宣教室和治疗室。

除了亮相的示范儿科门急诊，该项目

还包含远程会诊平台，帮助医生提高诊疗

能力。据该院儿科主任张蕾介绍，这个平

台由上海市卫生健康委打造，将上海儿童

医学中心、上海市儿科医院、上海市儿童

医院的优质专家资源集聚在平台上，“利

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让高科技与临床

诊疗无缝衔接，全面提升儿科就诊体验。”

浦东首个市级标准化示范儿科门急诊项目开诊

归国华侨回乡经营民宿

书院侨微家为乡村振兴锦上添花

陆家嘴“明星社工”启航

曹路社区微课堂主讲垃圾分类

北蔡开设垃圾分类专题培训课

对弈楚河汉界 老少“棋”乐融融

康桥：学生书法展展现文化自信

小小拖把
寄托浓浓心意
——记新场坦直社区
党员志愿者祝文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