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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看看报、做做

操、在专业社工的带领下训练身心技能，到

了饭点还能享用可口的午餐。近日，南码

头路街道东盛居民区和合聚助餐点升级为

微型老年日托所，这是街道利用助餐点空

间优势，开展的“家门口”服务提质增能尝

试，从而构建更加细致的社区养老服务网

络。

和合聚助餐点位于浦三路 821弄 1号

甲，原本是东盛居民区内一间闲置小屋，

面积在 20平方米左右。在新区“家门口”

服务站提质增能的号召下，居民区通过调

研倾听居民需求，决定将其改造成为老年

助餐点。

6月初，经过一个多月的整修，和合聚

助餐点正式与社区老人见面。每个工作日

中午 10点 30至 12点为用餐时间，餐食全

部由南码头社区食堂统一配送，一个大荤、

一个小荤，加两个素菜的组合，只要12元，

深受老人的欢迎。

半个月来，助餐点运营情况良好，但工

作人员发现，许多老人吃完饭后久久不愿

离去，或是边看报纸，边和同伴讨论国家大

事；或是三五成群，唠唠家长里短。“既然老

人喜欢在这里活动，为何不顺势拓展助餐

点的服务功能，更好地满足老人需求？”鉴

于这样的想法，助餐点升级为微型老年日

托所的计划启动了。

在街道的支持与牵头下，社区老年人

日间照护中心的专业养老社工来到和合

聚，为老人策划了简单的团队建设、身心技

能训练等一系列活动。而午餐过后，大家

则能根据自己的需求，聊天、看报、休息

……在这里度过美好时光。“在这里一天过

得很快，既解决了午餐问题，还能认识很多

新朋友，比在家里开心多了。”社区老人范

阿姨说。

除了东盛居民区的和合聚外，南码头

路街道临沂二村、六村也开展了微型老年

日托所试点，居民可向居委咨询报名参加，

仅需自理午餐费用。

“微型老年日托是南码头路街道利

用居民区‘家门口’服务站的空间优势，

引入专业为老服务机构的资源力量，为

社区老人提供午餐、集体活动、健康服务

的公益性服务项目。”南码头路街道相关

负责人表示，街道将继续贯彻“嵌入式”

养老理念，将辖区老年人最需要的服务

资源辐射并下沉到居民区，从而织密社

区养老服务网络，提升为老服务的能级

与广度。

本报讯（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者 章

磊）6月17日晚6点30分，一场以“祝福祖

国 圆梦周浦”为主题的快闪活动在周浦

万达广场举行，百余人相聚在此歌颂祖

国，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

快闪活动中，小学生、医生、民警、志

愿者等来自各行各业的“周浦人”挥舞着

小国旗，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我和我

的祖国》与《歌唱祖国》，瞬间点燃现场氛

围，激发在场所有人的爱国热情。正在逛

街的朱女士看到这一场景，不禁停下脚

步，轻声与大家合唱。她说：“虽然快闪活

动时间短，但大家都被这种氛围带动，情

不自禁地加入了进来。”今年 97岁的朱民

治老人是本场活动中最年长的参与者。

他说，“这种歌颂祖国的方式很特别，年轻

人也更愿意参加了，很有意义。”

“相比于常见的晚会形式，我们希望

用更亲民的方式带动更多人参与进来，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周浦镇文化服务

中心主任朱平红说，“活动前有不少年轻

人特意学唱这几首歌，大家的参与热情都

很高。”

周浦：举办快闪 祝福祖国

各行各业的“周浦人”参加快闪活动。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曹宣）

近日，曹路镇举行了“垃圾分类新时尚 亲

子同行创文明”活动。56组亲子家庭，在

高校和社区志愿者的带领下，共同学习垃

圾分类。

活动在曹路镇雷锋广场举行。在主

持人和志愿者团队引导下，56 组家庭分

成 4个小队参与垃圾分类主题游戏。走

格子、夹彩球……每一个游戏使用的道具

都与垃圾分类有关，让参与游戏的亲子家

庭加强垃圾种类的认识和辨别，掌握垃圾

分类的知识和窍门。

“日常生活中，对垃圾具体怎么分类

真的不是很了解，虽然在社区里也看到有

志愿者在宣传，但参与这样的趣味活动，

感觉更能掌握垃圾分类知识。”一名带着

孩子参加活动的年轻爸爸说。活动组织

者表示，本次活动以亲子游戏方式传播垃

圾分类知识，让亲子家庭带动身边的人共

同参与进来，让垃圾分类理念融入家庭教

育，以小手拉大手的形式，形成人人参与

的氛围。

在活动上，曹路镇向全镇社区家庭发

出倡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从每个孩子

每个家庭做起，小手牵大手，共同打造宜

居宜业宜学的美丽新曹路。

本报讯（记者 章磊）距离7月1日越

来越近，为了让垃圾分类观念更加深入人

心，近日，康桥镇双秀社区绿宝园别墅区

举办了一场国际范儿的中外亲子家庭垃

圾分类比拼活动。

绿宝园别墅区是一个涉外家庭小区，

来自美国、英国、阿拉伯、南非、瑞典等 10
多个国家的居民达 110 多户，这意味着，

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培训要走国际化路

线。考虑到参加活动的人员中外籍人士

不少，专业讲师分别用中英文讲解了垃圾

分类知识以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相关要点内容。

讲解完毕后，参加活动的亲子家庭

共同参与了“垃圾搬运工”“采摘果实”

等垃圾分类互动游戏，以及一场垃圾分

类亲子定向赛。在亲子定向赛中胜出

的南非家庭在领奖时表示：“虽然我们

拥有不同的肤色，使用不同的语言，但

环境保护无国界，垃圾分类，我们都要

一起行动。”

康桥镇相关领导表示，垃圾问题事关

千家万户，所有居民都要行动起来，从身

边小事做起，为改善生活环境上一点心，

为保护生态环境献一份力，齐心协力共同

缔造美丽新康桥。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近日，航头镇

文化中心内歌声嘹亮，1500 多名居民以

唱响爱国“主打歌”的形式，庆祝新中国

70华诞。

此次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歌咏比赛以“奋进新时代 高歌颂祖国”

为主题，6月12日，举行两场初赛的当天，

来自全镇各居村、学校、企业、卫生服务中

心等 47家单位的约 1500人同台竞技，引

吭高歌。比赛现场，47 支参赛队伍带来

了《我和我的祖国》《红旗飘飘》《团结就是

力量》等经典红歌。经过现场评审，20支

参赛队伍成功晋级将于7月举行的决赛。

航头镇文化中心负责人表示，举办此

次歌咏比赛，旨在组织居民群众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用文艺形式展示发展成

果的同时，重温革命历史，讴歌新时代，激

发群众爱国情怀。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最近，在张家

浜河道两岸活动的居民总能看见一批橙

马甲的身影，他们七八个人组成一个小

队，每逢早晨与傍晚，都会在河道两岸巡

视。这支“民间河长”队伍，由潍坊新村街

道辖区内张家浜河道沿岸 5个居民区的

志愿者，与共建单位职工志愿者共同组

成，兼具热情与专业。

日前，在一场由王家宅居民区党总支

发起的“周周联动”活动中，长航医院、红

塔大酒店、杭州银行、东旅大厦、潍坊物

业、浦林城建等多家社区共建单位参与其

中。活动中，王家宅居民区党总支与浦林

城建党支部签订共建协议，双方将共同培

育一支“民间河长”队伍，维护好社区母亲

河的干净与整洁。

在签订协议双方的共同倡议下，与会

企业代表纷纷在“保护张家浜河，我们在

行动”的倡议书上签字，承诺支持“民间河

长”志愿者队伍，下定决心保护好张家浜

河道。“我们将利用自身在市政、园林等领

域的专业优势与资源，支持‘民间河长’志

愿者队伍开展活动。”浦林城建总经理助

理王继潇表示，之后公司还将陆续与更多

居民区开展共建，让支部党员的先锋带头

作用充分展现在养护工作与志愿服务中。

“保护环境意义重大，对于社区来说，

能够提高居民环保意识，建设宜居的生活

环境；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有助于建设生

态文明的永续发展千年大计。”潍坊新村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共建

活动，促成居民区与共建单位将养护管理

与志愿服务相结合，提升志愿服务能级，

保护好张家浜河的环境。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李清）6月 14日，一场“农村女性智慧

课堂”在宣桥镇文化服务中心开讲，课

堂以故事会的形式，向妇女居民宣传

惠农政策、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等，吸引

了180余位社区居民参加。

当天的活动上，节目《从天而降》

从一袋从天而降的垃圾切入宣传生活

垃圾不分类对环境的危害。用上海话

演绎的《动人的房客》，反映了家庭和

睦、邻里友善的重要性。透过《一张社

保卡》的故事，深入浅出地告诫大家社

保卡借给他人的不良后果。巾帼先进

事迹巡演团成员、市级三八红旗手、新

区检察院检察官吴菊萍给大家带来了

“这些理财骗局，你会上当吗”，用真实

的案例帮大家鉴别非法集资，增强自我

财产保护意识。

此外，根据川沙新镇“美丽庭院五

星户”家庭代表所创作的配乐诗朗诵

《寻一方庭院》展示了浦东开展“美丽

庭院”建设的过程和取得的成果。

“农村女性智慧课堂”活动由市妇

联主办、区妇联承办，围绕“美丽乡村”

建设、家庭教育、法制宣传、创业成才等

主题，创作通俗易懂的本地话故事、小

品、情景剧等，为广大农村妇女普及法

律，宣传婚姻家庭、子女教育、女性保健

等知识，传播健康科学的生活理念。

南码头试点微型老年日托模式

“在这里比在家里开心多了”

女性智慧课堂
走进宣桥农村

航头：唱响爱国“主打歌”

潍坊：“民间河长”保护社区母亲河

康桥：中外居民共倡环境保护

曹路：“亲子同行”学垃圾分类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马桂

云）一条微信，引出一群热心志愿者，近日

发生在高桥镇高桥二村的这件暖心事，让

不少居民纷纷叫好。高桥二村居委会相

关负责人说，这体现出了居民对公益、社

区事务的热心。

事情要从志愿者金秀娣阿姨说起。

近日，天气炎热，为老服务站、老年活动室

成了老年人消暑、纳凉、聊天的好去处。

金秀娣某天将活动室打扫干净后，在楼组

长微信群里晒出成果，并配了一行字：“擦

拭干净，只是吊扇黑不溜秋。”

党员姚刚看到这条微信后，立刻召集

了郁鼎发、边疆、乐嘉蓉三位党员和活动

室志愿者许金萍，大家决定把小区活动室

的风扇清理一遍。

于是，一伙人行动起来。曾经担任电

工组组长的乐嘉蓉一马当先，细心地对每

只吊扇进行了调试、检查。郁鼎发爬上爬

下，将吊扇风叶全部拆卸；边疆负责将拆

下来的风叶逐一擦洗。

姚刚和许金萍则一起检查了活动室

其他设备设施的运行情况，重点检查常用

电器、疏通下水道、紧固松散零件，排除可

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众人的行为，被前来活动室的居民看

在眼里。徐荷娣阿姨说：“他们发现了问

题，自发去解决，这种默默奉献的精神，是

我们学习的榜样，我要为他们点赞。”

高桥二村居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一

件暖心事，体现出的是居民热心社区事务

的态度，是居民区自治共治的成果体现。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近期，上海市

健康促进委员会开展为期两周的世界无

烟日系列宣传执法活动。在世博地区，城

管世博中队队员携带写有控烟口号的卡

通标语牌，走访近 300家商户，通过邀请

店员、顾客与标语牌合影的方式，开展控

烟宣传教育。

宣传执法活动期间，世博地区以人群

集聚的商业街、商业中心为“片”，以违法

吸烟现象回潮严重的餐饮、娱乐、连锁酒

店、出租车行业和公交、轨交站点为“线”，

以 12345 热线日常受理转办中反映控烟

违规问题集中的场所、志愿者巡查中发现

控烟违法问题突出并提出执法建议的场

所为“点”，调配执法力量开展错时执法，

在活动中边执法、边宣传、边教育。

城管队员携带写有“争做控烟卫士，

打造无烟世博”控烟口号的卡通标语牌，

在宣传执法活动期间走访了近 300家商

户，向辖区内商户、购物市民普及戒烟常

识与控烟意识。在世博源，四分队队员

挨家挨户走访商铺，发放宣传手册 100
份，张贴宣传画 50 处，拍摄宣传照片 70
张，劝导并告诫公共场合吸烟者 35 人

次。

世博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

世博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将持续加大宣传

和劝诫力度，让世博地区各商户和市民真

正做到不在禁烟场所吸烟，减少并消除烟

草烟雾危害，创造良好的购物、生活环境。

世博地区开展控烟宣传活动

党员和志愿者主动清理活动室风扇

高桥：一条微信引出一群热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