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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馨艺

6月 25日中午，浦东新区融媒体

中心在线直播节目《云看》端午特别节

目“乐游川沙”，为市民开启了一场“生

活在别处”的深度旅行。两个小时里，

观众跟随镜头，将富有历史文化气息

的古镇特色尽收眼底，阅尽精彩川沙。

在主会场，浦东新区融媒体中心

主播李承星与特邀嘉宾上海浦东川

沙名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春

明一起，打卡川沙营造馆、内史第、古

城墙、戏曲文化馆等文化地标，介绍

了川沙古镇的人文历史。“为你打开

一扇窗……”在戏曲文化馆，李承星跟

着老师，现场学唱沪剧，过了一把戏曲

瘾。

除了能将富有历史文化气息的古

镇特色尽收眼底，这次直播也把新奇

好玩的民宿体验带到市民眼前。在分

会场，浦东新区融媒体中心主播戚闻

在五星民宿“宿於”，品尝了新颖的“宿

於十二膳”，这些美食取材于田间，融

入特色创意，别致的造型让人食指大

动。之后，戚闻又动手做起了披萨，在

田间摘果，在互动体验中，带领观众感

受新农村的变化。“我们希望通过融媒

体中心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宿於。”宿於民宿市场总监陈宇

荛说。

直播的最后一站，是茶香四溢的

“弄堂问茶”。在这里，两位主播与茶

馆堂主一同品茶，介绍中国的茶文

化。茶馆里还收藏了不少老物件，比

如1908年的留声机、上海八大银楼的

老银器，以及上万张老唱片等，让观众

们一饱眼福。在茶馆购物的唐女士听

闻这次直播，第一时间拿出手机观看，

并在上面留言：川沙古镇太赞了！

朱春明告诉记者，川沙历史悠久，

人文底蕴深厚，“今天因为直播时间比

较紧张，我们只是简单地走马观花。

如果游客们想要深度地体验，可以来

到现场，一定会有更多收获。”

作为浦东融媒体中心原创打造

的在线直播节目，《云看》致力于讲好

浦东 36个街镇文化旅游、特色产业、

绿色生态的精彩故事，全方位展现浦

东街镇新经济模式下的探索与成就，

全力助推浦东经济发展。

■本报首席记者 符佳

金发碧眼的外籍友人、携家带口的忠

实粉丝、深爱着特殊孩子的志愿者……昨

天，梦工坊咖啡吧店堂内欢声笑语不断，

100多位新朋老友济济一堂，为这家全上

海最有爱的咖啡吧庆祝开业一周年。

2019年 6月 28日，在浦东新区辅读学

校的支持下，梦工坊作为全市首家心智障

碍青年支持性就业基地，静静签下了首批

8位特殊员工，试水探索全新的残障青年

就业之路。开业一年来，已有 20429位顾

客走进这家有爱的咖啡吧，品尝特殊员工

亲手递上的暖心咖啡。

“梦工坊能活下来、而且活得不错，真

像做梦一样！”被店员亲热地称呼为“于姐

姐”的老板娘于成红，看着特殊孩子自信、

灿烂的笑颜，难掩激动。一年前，她得知浦

东新区辅读学校的职校毕业生可能因为各

种原因无法找到工作，便下决心拿出成山

路的门面房，和辅读学校深度合作，“给特

殊孩子一个和社会接触的岗位，如果他们

能自食其力，我哪怕亏本也愿意一试”。

一年后，8位特殊员工用看得见的成

长交出了一份让人感动又惊叹的答卷：自

闭症男孩杨安昆更热情，自信满满担当周

年庆活动的主持人；内向的女孩王颖异不

再躲避他人的目光，勇敢走上周年庆的舞

台大声表达感恩；“唐宝宝”殷昊已能拉出

具有专业水准的咖啡拉花，并学会了克制

自己的小脾气；零基础开始学做咖啡的吴

薇，则已能独立制作拿铁、摩卡和卡布奇

诺，并独创了一款用自己名字命名的新品

“薇薇有点啤”……

“感谢温暖的辅读学校，感谢所有支持

梦工坊的好心人，带给我们这样的特殊家

庭爱和希望。”梦工坊员工秦佳晨的妈妈含

泪告诉记者，儿子自从有了这份工作，只要

是当班日定会早起，因为“他太珍惜这份工

作，太爱这里的人。”而每月准时发放的薪

水，则让父母如释重负：特殊孩子能自食其

力，着实解决了这个家庭的后顾之忧。

“一路有你，啡越梦想”，这是周年庆的

主题，也是浦东新区辅读学校校长王英的

心声。她告诉记者，刚开业时咖啡吧默默

无闻，特殊员工看着空荡荡的店面很心

急。经《浦东时报》、浦东发布等数十家媒

体的爱心宣传后，顾客变多了，很多人从浦

西乃至外地赶来，就为了点一杯咖啡，在留

言墙上为孩子们留下一份手写的鼓励。很

多爱心企业选择咖啡吧作为团建基地，过

去365天里，梦工坊完成了22场咖啡培训，

先后有100多场活动在这里举行。

因为爱，梦工坊诞生了；因为感恩，它

向战疫一线赠送了7311杯爱心咖啡，并扛

过了疫情期闭店的考验。如今，就在咖啡

吧隔壁，以“梦工坊”命名的洗车店、面馆、

超市已开业，第二家咖啡吧也已基本敲定

选址周家渡社区。

在众人的见证下，23岁的大男孩汪琪

和 7名新员工一起，在周年庆活动中签下

了梦工坊的工作合同。2016年从新区辅

读学校毕业后，汪琪先后几次尝试工作，却

屡屡因为患病而碰壁。在阳光之家学习一

段时间后，他不得不回到家里，带着不甘

心：“我真的想找一份能做的工作，我相信

我可以的！”

偶然间，汪琪听说母校门口开了一家

梦工坊咖啡吧，学弟学妹们在这里当服务

生。他先来做了一回顾客，还给当年的老

师发了一段感受。当时“梦工坊”正在筹备

新开洗车店和面馆，于是汪琪主动来试

工。得知他患有智力障碍和哮喘，“于姐

姐”特意将他的岗位从洗车店换到了污染

较少的面馆。如今，认真而朴实的汪琪已

然成为面馆的“明星服务员”，还有顾客因

他拾金不昧的善举而送来了锦旗。

爱的雪球正越滚越大，为更多的浦东

残障青年圆满就业梦想，这是一周岁的“梦

工坊”许下的生日心愿。王英期待：“有温

度的浦东，能有更多人关注特殊群体，搭建

平台，让特殊青年能够走进社会融入社会，

也让更多人了解、理解特殊人群，让社会更

和谐美好。”

■本报记者 沈馨艺

“加油！加油！”周浦镇中金海棠湾

小区附近的戴家港河边，居民目不转睛

地盯着河道呐喊助威。河道上，健儿们

朝气蓬勃地划动船桨，颜色鲜艳的龙舟

相互追逐着，锣鼓声响彻天际……6月25
日，周浦镇举办首届社区端午民俗文化

主题活动，以“河道展风采、社区赛龙舟”

为主题，弘扬端午传统文化的同时，展现

周浦在河道整治方面的成果。

除了龙舟竞渡，现场还有粽叶飘

香。主办方设置了亲子裹粽、DIY风筝

和跳蚤集市等互动项目，丰富居民在观

赛之余的体验。跳蚤集市吸引了不少居

民参加，许多青少年在父母陪同下到指

定区域摆摊，有的卖香囊、有的卖肉粽、

还有的“转让”家里闲置物品。“这是我第

一次在社区里看龙舟赛。经过整治以

后，小区边的这条河道清澈了许多，周围

的环境也变好了，我们生活在附近的人

感觉很幸福。”居民黄先生说。

中金海棠湾居民区党支部书记徐炯

告诉记者，近两年，居民区建立了草根河

长制、小小河长制、小雏鹰自治项目等居

民自治护水模式，发动居民参与治水护

绿，常态化参与巡查、保绿、保洁等。

每到假日，身穿红马甲的社区党员、

志愿者骨干、儿童议事员等不同年龄的

居民，都会沿着河道清理垃圾，宣传河道

治理。就在前段时间，居民们自发在河

道边栽下了几十株樱花树。“几年后，戴

家港河岸或许会成为周浦镇最美的樱花

大道。”徐炯说。

周浦镇河长办副主任王阳说，中金

海棠湾居民区只是周浦镇在河道治理工

作方面的一个缩影。从 2017年起，周浦

镇对镇域内 840余条中小河道进行综合

整治，环境面貌大有改善。今年，周浦镇

又整治了 65条段劣五类水体河道，全面

完成了消劣任务。“河道整治效果好，离

不开民间河长们的付出。这次，我们举

办河道龙舟赛，就是希望向更多人展示

我们的治水成效，让更多人进一步知河、

爱河、护河。”王阳说。

本报讯（记者 沈馨艺）宋代文人有

四件雅事：点茶、焚香、插花、挂画。端午

小长假期间，在申迪文化中心“最城市”文

化艺术体验空间开展的两场沉浸式艺术

茶会，不少市民现场感受到了四雅之一的

点茶。

点茶兴盛于两宋，有一整套的流程。

“点茶是一个运筅、击拂的过程，整个过程

就如我们与茶进行了一次交流。”宋代茶

艺非遗传承人王东说。当天的茶会上，参

与活动的市民们身穿汉服，跟随茶艺师，

感受宋代点茶的魅力所在。

参与茶会的市民们也在茶艺师指导

下，亲身体验了一回点茶。“90后”小伙欧

阳杰从事互联网行业，却是一名民俗文化

爱好者，这是他第一次接触茶道，就被茶

文化的魅力所吸引，“在学习点茶的过程

中，我感觉内心十分平静。”欧阳杰说。

据了解，这两场以宋代点茶文化为主

题的艺术茶会，契合“最城市”文化艺术体

验空间正在开展的“开封展”。“最城市”文

化艺术体验空间合伙人陆夏芬介绍，展览

围绕主题“开封”，展示着各类能代表开封

的元素，包括宋代官瓷、汴绣作品等，为观

众展现这座城市从古至今的魅力。

帮助残障青年圆就业梦想

爱的雪球“滚”出“梦工坊”新店

河道整治显成效

小区边上龙舟竞渡

浦东融媒体中心《云看》直播展现川沙风采

带你“云旅行”感受古镇精彩
沉浸式茶会
再现宋代点茶技艺

梦工坊昨天迎来了开业一周年。 □倪竹馨 摄

我们的节日·端午

（上接1版）疫情期间，社区的同志

们人人都是身兼多职，一会是“快递员”，

一次次把居民的快递从小区门口运到每

栋楼下，避免人员集聚；一会是“家政服

务员”，既为居家隔离的居民代买生活用

品、上门收取垃圾，又帮行动不便的老人

提供上门生活服务；一会是“心理咨询

师”，及时回应居民的各种疑问，消除恐

慌焦虑，尤其对居家隔离人员做好耐心

细致的解释劝说。

防控形势最吃紧的时候，正值天寒

地冻，有的同志一个帐篷、一张板凳就要

在居村道口值守一夜。外防输入压力最

大的时候，街镇居村的同志们严格落实

闭环管理，不管等到多晚都要目送居家

隔离人员走进家门。

这些办法看起来不起眼，但很接地

气，很实用，而且管用。

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量大面广、内容

庞杂，没有情怀干不了，没有能力干不成，

没有担当干不好。上海市社区工作会议已

经明确，要做好社区治理的“加、减、乘、除”

法，赋权增能、减负减压、科技赋能、革除弊

端，充分考虑基层实际和不同地区的不同

要求，更好发挥基层的主动性、积极性。

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说到底是

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真正做到“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让生活

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更加安心、舒心、暖心。

三十而立的浦东，正在为此不懈努力。

筑牢基层社会治理基石

（上接2版）
“医疗救治闭环”中，浦东安排120急

救车24小时在机场待命，确保10分钟内

车辆到位，将有症状旅客送往定点医

院。集中隔离点和留验人员每日定时健

康监测，一旦出现症状及时由120送医。

居家观察人员则每日定时健康监测，一

旦出现症状及时由120送医。浦东共设

发热门诊 18 家，隔离留观定点医院 15
家，发热哨点41家。为应对输入疫情，及

时将隔离病房数量扩增一倍，为7家区属

综合性医院配置了发热门诊专用CT。

“医学观察闭环”则努力实现观察全

流程无缝隙、突发事件预案无空白。浦

东 13家区属公立医院就近“包干”42个

集中隔离点，严格消毒措施、落实个人防

护、体现人文关怀，尤其是为小留学生、

孕妇等特殊归国人员制定特别预案。对

65周岁以上老人等6类不适宜集中隔离

的人员，经严格核实后，落实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医护人员与街镇、公安等协同开

展居家隔离医学观察。为了做好“流行

病学调查处置闭环”，浦东新区疾控中心

抽调骨干组成 66人的流行病学调查队

伍、49人的收送样队伍、21人的实验室检

测队伍。这支精兵强将分工有序：流行

病学调查迅速反应、专业精准、全面可

追，实验室检测三班轮转、当日收样当日

清，并规范有序分类做好接触者管理。

日常医疗服务不缺位

在守住“医务人员零感染、院内感染

零发生”两条底线的基础上，浦东新区各

医疗卫生机构不断加强科学化、精细化

管理，逐步有序恢复日常医疗服务，确保

市民基本医疗服务需求能满足、危重症

救治有保证、慢性病人配药有保障。

为了让市民安心就医，浦东对各医疗

机构加强风险管控。强化病房管理，重点

抓好新收治患者核酸检测、出入口门禁管

理、陪护探视管理、护工及工勤人员管理

等关键环节。除了加强管理外，医院还实

施分类服务，落实延伸处方、长处方等便

民措施，重点保障孕产妇、急诊手术患者、

急性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血液透析患者、

恶性肿瘤患者等人群的医疗需求，逐步有

序全面恢复预防接种、妇幼保健等公共卫

生服务。浦东各医疗机构全面推行门诊

预约挂号、预约检查，引导患者分时段就

诊，严格执行“一人一诊一室”，并推动“互

联网+医疗服务”发展。

此外，为支持企事业单位尽快复工复

产，7家区属综合性医院积极加强实验室

建设，提升新冠病毒检测能力。目前，浦

东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采样机构达10家，

满足浦东市民及单位“愿检尽检”需求。

区内还有 6家具有核酸检测资质的第三

方医学检验所，日均最大检测能力达近万

份，可以满足日常复工复产检测需求。

作为疫情防控的最末端，浦东各街

镇的防疫工作也毫不松懈。除了做实做

细居家隔离工作，管住管好居家隔离对

象外，首次来沪返沪人员进入小区时，身

份信息、旅行史、健康状况等基础信息登

记工作“一个不漏”。此外，持续倡导居

民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比如使用公筷、公

勺和推行分餐制等。

浦东以“三个闭环”守牢“东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