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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沈馨艺 本报记者 章磊

不久前，老港镇港西农副产品疏导点

经过改建重新启用，这让中港村村民刘阿

婆很高兴。“自家种的菜，又可以安心在这

里卖了。”她说。

村民种的蔬菜实现了自产自销，周边

居民的买菜难问题也随之解决。这样的一

举两得，是老港镇大调研的成果——以居

民需求为导向，设置港西农副产品疏导点，

同时解决环境脏乱差问题。

卖得安心，买得放心

7 月 4 日早 6 点，刘阿婆带着一筐自

家种的当季蔬菜，来到港西农副产品疏

导点。一个半小时后，疏导点检测员对

这些蔬菜的抽检结果出炉，确认农药残

留物指标合格后，蔬菜被允许在此销

售。刘阿婆高兴地说：“现在我自己种的

菜能卖了，而且都经过了检测，大家买得

也放心。”

上海老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郭

建军介绍，疏导点建筑面积550平方米，内

设 16个摊位，且采用摊位招租的模式，引

进了各类商贩，蔬菜、海鲜、豆制品、熟食等

产品一应俱全，“百姓买菜卖菜的难题解决

了，周边环境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居民对此

都很满意。”

同时，老港鼓励村民们在此统一销售

自家种植的蔬菜，实现自产自销。“村民种

的蔬菜拿到疏导点后，每天都要经过检测，

检测结果符合标准后方可销售，以此保证

食品安全。”郭建军说，而当天检测结果也

会及时张贴在公告栏上，居民可以放心选

购。此外，疏导点还配备两名保洁员，保障

区域内环境卫生。

“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事实上，这个位于老港镇东港公路建

西路口的港西农副产品疏导点，在多年前

就曾是一个农副产品临时疏导点。“可当时

的建筑存在一定设计缺陷，且产品较少，人

流量一直不高，没多久就闲置了。”郭建军

说，“疏导点闲置后，商贩将摊位从疏导点

内搬到了东港公路两侧，有的沿街销售，有

的破墙开店，导致该路段环境脏乱差，还造

成了严重的交通压力。”

在去年大调研过程中，老港镇调研小

组多次前往现场实地查看，听取居民们的

诉求。“在路上买菜是方便，但老远就能闻

到一股鱼腥味，让人很不舒服，而且出行也

不够安全。”有不少居民提出，“能不能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给我们一个方便又整洁

的菜市场？”

面对周边 300 多户居民的呼声和需

求，老港镇一方面启动该区域的整治拆

违方案，在短时间内完成 80 多户违建、

约 6000 平方米的拆违量。另一方面，针

对闲置的临时疏导点，老港也同步启动

重建方案，对现有建筑进行改建并重新

布置。

“经调研，我们发现居民其实对这个已

经关闭的临时菜市场十分牵挂，而且该点

位离居民区较近，又位于主干道附近，交通

便利，正符合百姓家门口买菜和卖菜的需

求。”郭建军说，“因此，我们最终决定还是

在此重建一个全新的疏导点。”

经过多月改建后，港西农副产品疏导

点此次开门迎客后，立马就成了居民身边

的热门地。居民张阿姨说：“如今的疏导点

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买菜方便了，周

边交通压力也得到了缓解，环境提升更是

有目共睹，实在太好了。”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林勤德）

随着首场展演近日在镇文化中心影剧院举

行，康桥镇特色文化品牌项目“村居一台

戏”再次拉开帷幕。7月至 9月期间，28场

文艺展演将全方面展现康桥镇各居村的基

层文化活力。

为今年“村居一台戏”文艺展演打头站

的是美林、南华城居民区的广大群文爱好

者。为了开个好头，两个居民区的群文爱

好者们做了精心的准备。舞蹈《泛水荷

塘》、三句半《垃圾分类》、太极拳《五步八

法》、小组唱《红旗颂》、淮剧表演唱《白蛇

传》断桥选段、跆拳道……节目种类繁多，

演员虽然都不是专业的，但都十分投入。

美林、南华城专场展演，在大合唱《中

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的歌声中结

束。不少观众意犹未尽。“排练很辛苦，但

能够给大家带来欢乐，又能展示自己，还是

开心的。”来自美林的一名表演者说道。

自 2011 年启动的“村居一台戏”是康

桥镇的一个特色文化品牌项目。区别于传

统的“送戏下乡”，“村居一台戏”是“种戏到

乡”，倡导各居村自行策划节目，自己导，

自己排，自己演，从各方面满足居村民展示

才艺的欲望和对文化活动的需求，群众的

参演积极性显著提高。

沪东新村街道推出“微心愿”10季来，依托区域化党建平台，深入挖掘企业党建
和居民区党建的合作点，共计实现个人、团队等心愿千余个，惠及社区上万居民，让
党员群众时时触摸党建脉搏、感受党建温度。

为使百姓所需所盼的“微心愿”实现更加常态化、长效化。在日前启动的第11季
微心愿中，沪东新村街道推出了党建引领小区综合治理的“物业红旋风”和垃圾分类
的“同心绿时尚”的两个“微项目”。其中参与“同心绿时尚”的金桥市政与沪东的居
民区已进行了多年的合作共建，在全力推进垃圾分类的当下，金桥市政利用自身的
专业资源，帮助沪东北小区制定垃圾分类实施方案，资助建设垃圾厢房，为居民区的
垃圾分类尽一份力。

图为第11季微心愿启动现场。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近日，原创情

景剧《美丽庭院·小黄人》在宣桥影剧院上

演，再现宣桥镇青年突击队在美丽庭院创

建中走进田间地头，贡献青春力量的故事。

宣桥镇“美丽庭院”青年突击队由 25
名 80、90后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经镇团委

联合党建办、美丽庭院推进办、妇联选拔，

作为青年力量派送到“美丽庭院”建设中。

今年 2月起，青年突击队队员陆续进驻光

明村、新安村、腰路村、项埭村、宣桥村、三

灶居委等12个居村，为美丽庭院建设献出

一份力量，身穿黄色马甲的他们，被村民们

亲切地称为“小黄人”。据悉，为增强“小黄

人”们的业务能力和专业知识，宣桥镇还对

队员们进行了业务培训，帮助队员们深入

了解全镇层面美丽庭院推进概况、星级户

创建标准等内容。数月来，“小黄人”深入

基层，督促点位整改、梳理星级户资料，为

镇美丽庭院创建作出不少贡献。

此次排演的原创情景剧《美丽庭院·小

黄人》由多个场景串联而成，讲述了青年突

击队队员们上门与村民耐心沟通、因工作

加班加点而在自己孩子生病时“缺席”等故

事。值得一提的是，情景剧的创作、编排、

演绎都由“小黄人”亲身上阵。

相关负责人介绍，情景剧中的故事都

改编自真实案例，再现了“小黄人”们尽职

尽责，舍小家为大家的感人精神，希望更多

人通过这些故事，进一步了解“小黄人”，积

极地加入到美丽庭院建设的队伍中。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近日，金桥镇沪

剧沙龙队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庆

贺金桥镇沪剧沙龙 900期”专场活动，活动

上既有沪剧沙龙队员们的倾情演绎，也有

沪剧小明星的实力展现，丰富的沪剧折子戏

选段，为戏迷提供了一次精彩的视听享受。

据了解，金桥镇沪剧沙龙成立近20年

来，每周六都举办“沪剧周周演”。为了让

沪剧艺术在金桥镇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

扬，金桥镇文化服务中心聘请优秀老师对

沙龙队员进行带教。同时，也不定期邀请

名家名师一同登台指导，有效地提高了沪

剧沙龙队员的演出技艺和水平。此外，为

了更好地传承沪剧“非遗”，近年来，金桥也

有意识地开展了“从娃娃抓起”的校园沪剧

小社团培育，让戏剧进校园，使越来越多的

小朋友爱沪剧、听沪剧、看沪剧、唱沪剧，让

沪剧“自有后来人”。

今后，金桥镇将紧密结合“家门口”文

化服务要求，继续搭建更多交流平台、创造

更多演出机会，推动本土文化传承，助力金

桥沪剧发展再上新台阶。

宣桥“小黄人”原创情景剧
再现“美丽庭院”创建苦与甜

《美丽庭院·小黄人》中的故事都源自真实案例。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区域党建助力“微心愿”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曹宣）

政府、高校“搭台”，企业、青年“唱戏”，政

府、高校、园区、企业“四位一体”的双创

平台助力青年创新创业，已在曹路镇成

为常态。近日，2019年曹路镇青年创新

创业联席会议再次举行，引发一场围绕

青年双创的热议。

会议在浦江智汇青创园举行。会

上，政府、高校、企业、园区代表结合自

身实际，就 2019 年青年双创工作等进

行沟通交流，并希望能够整合资源，合

力开展创新创业工作。曹路镇团委书

记薛晓怡介绍了 2019 年曹路镇青年创

新创业工作安排和《曹路镇青年创新创

业项目扶持办法（讨论稿）》，并表示将

继续鼓励引导青年创新创业，营造良好

氛围，促进优秀创新创业项目落地和成

果转化。

“飞蚂蚁”创始人马云作为创业青年

代表介绍了项目发展情况。飞蚂蚁是以

环保+公益的方式处理居民旧衣物的互

联网回收平台，通过环保再生、公益捐

赠、工艺再造等方式处理废旧衣物。上

海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让“飞蚂蚁”有了

更大的发展空间。浦江智汇青创园负责

人毛婷婷则介绍了园区发展情况，并表

示将为青年创业者们提供更多的服务、

更大的平台，吸引更多有思想、有想法、

有创新能力的大学生主动融入国家创新

创业的战略当中。

本报讯（记者 陈烁）近日，东明路

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开展了东明

“家门口”就业创业服务主题活动，以及

“圆梦东明”创业新锐之“创业游学”系列

主题活动，给辖区内的创业新锐们带来

干货满满的培训和能力提升。

据介绍，自“东明心创空间”启用以

来，东明路街道开展了一系列创业主题

活动，有“高级西点烘焙技术”“新型花艺

设计&花店经营管理集训班”创业讲坛；

“家门口生意如何开展”“互联网时代的

创业危机”核心能力讲座；张江高科浦东

软件园参观交流等。

在浦东软件园游学交流中，一行 20

人的东明创业新锐在实地参观上海浦东

软件园时，了解了园区的运营和产业集

群，还感受了软件园内众创空间的创新创

业氛围，学习了园区内成功创业者的先进

经营理念。最后，还听了一场生动精彩的

创业专题讲座，使创业新锐们多角度、全

方位了解到上海的创业扶持政策。

东明路街道有关人士介绍，今后，东

明路街道将开展更多个性化、多样化的

“家门口”就创业服务，打造“家门口”创

业、就业、技能培训为一体的服务平台，

形成“东明心创空间”孵化平台与服务站

点相联动服务机制，让居民体验更多“家

门口”创业就业服务。

本报讯（记者 陈烁）近日，唐镇

保利居委新建了一个航天宇宙科普长

廊，让居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了解航空

航天知识，了解浩瀚宇宙。

在航天宇宙科普长廊内，有宇宙

科普文化墙、宇宙科普墙绘，八大行星

科普宣传画、中国航天发展史玻璃壁

挂、神州十一号与天宫一号对接的两

米大小等比例模型等。整个航天宇宙

科普长廊以深邃的蓝色为主色调，天

花板上还描绘出了星空图案，凸显航

天主题，深受小区孩子们的欢迎。

保利居民区党支部书记陆宁介

绍，现在居民对于社区生活要求较高，

亲子科普活动即是满足居民需求的一

项社区活动。今年初，保利居民区党

支部与航天能源（第一支部）、金爵幼

儿园、唐镇小学、唐镇中学等7家支部

共建联建，为保利居委开展航天科普

提供了灵感。

现在，保利居委正在申报浦东新

区科普示范社区。陆宁说，保利居委

自 2018 年创建家门口的“自然小坞”

自治金项目以来，开展了一系列的社

区科普活动，包括家门口生态秘密探

索、科普小站长活动等，带领社区小朋

友深入花园式社区，发现美丽家园的

同时，得到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这几天，

就读于南汇二中的小祝成为了文化服

务中心里的一名“图书小管家”。她的

同学中，有人在“家门口”服务站担任

“基层工作人员”，有人去了浦东医院

走上“急诊就医助理”的岗位。这场沉

浸式职业体验活动，是惠南镇以区域

化党建引领，实现四盟资源共享的一

次互动成果。

惠民医盟、惠民学盟、惠民商盟、

惠民艺盟是惠南镇区域化党建的一项

重要成果，涵盖了辖区内教育、医疗、

商贸、文化等各行各业单位。为进一

步增进四盟之间的资源共享和正向互

动，今年暑期来临之际，镇社建办、区

域发展办、党建服务中心、文化服务中

心共同搭建沟通平台，汇聚以惠民四

盟为主要提供方的岗位资源，组织学

生开展职业生涯体验活动。

早在 6 月上旬，职业生涯体验招

聘会在南汇二中召开，各单位参与现

场模拟面试，四盟单位最终推出共计

岗位近 400 个。暑假伊始，职业生涯

体验正式拉开帷幕。通过“择业”和

“面试”的孩子们走进浦东医院、居村

“家门口”服务中心（站）等，体验不同

岗位的日常工作。

老港在大调研中解决村民的烦恼

出售自家农产品有了固定疏导点

曹路举行青年创新创业联席会议

促进优秀“双创”项目成果转化

自导自演文艺节目

康桥“村居一台戏”展现文化活力

金桥“沪剧周周演”坚持900期

航天科普长廊
开进唐镇居民区

惠南学子
体验职业生涯

东明开展系列主题活动

创业服务主打个性化多样化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街道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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