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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严静雯

6 月 1 日下午，新场镇新南中心村

1005号的白色小“别墅”内传出阵阵欢声

笑语，新南村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开园。

老人们身着定制T恤围坐在一起，分享着

蛋糕、蛋挞等美食，还体验了花艺制作。

农村老人享受精彩晚年

以往，农村只设置老年人活动室，或

者是老年人助餐点，功能较为单一。在村

里建设功能完备的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

在浦东也算是新鲜事。

这幢小“别墅”约 300平方米，一楼是

助餐区，还有烘焙室，由镇老年人综合型

助餐点统一配送午餐，提供堂吃服务。在

其余时间，这里定期开展烘焙活动，在点

心师的指导下，老人可以制作小蛋糕、披

萨等。

二楼是多功能活动空间。阅览室每

周定期组织一到两次读报读书活动。另

外还设有助浴、理发、缝纫功能。三楼是

休息室、理疗和按摩室。

在理疗师志愿者的帮助下，黄奶奶坐

在艾灸椅上，享受着肩颈按摩。“我一直在

田里干活，腰椎、肩膀受损，很疼。”黄奶奶

说，“这里的理疗按摩非常专业，而且不用

花钱。”

新场镇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沈

彩雅介绍，新南村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主

要服务农村老人，因此在项目的设置上，

运营方前期做了诸多调研。农村老人身

体劳损严重，日间照护中心因此增加了理

疗室、按摩室等项目。此外，中心还设置

了趣味高尔夫、桌球、烘焙等课程活动，以

开阔农村老人的眼界，让他们体验更多的

生活乐趣。

83岁的老陆体验后直竖大拇指：“设

施环境太好了，现在村里的老人也可以享

福了。”他透露，之前自己的生活很无聊，

无非是在家看看电视。村里有了这个托

老所，不仅能够享受按摩、养生等服务，还

能和伙伴们一起看书、唱歌，不再寂寞了。

公益服务辐射更多老人

新南村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辐射新

南、众安、王桥3个村。3个村60周岁以上

老人共计 3570人，然而中心内床位只有

10张，如何最大化地服务老人？

沈彩雅介绍，这里实行三种参与模

式：签约式、预约式、公园式。签约老人

可以每天前来享受完整的日托服务流

程。预约式老人则可以自由选择喜爱的

活动项目预约参加。而公园式是指没有

签约或者预约的老人，也可以像逛公园

一样来去自由，体验日间照护中心的丰

富活动。

新南村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在做好

区民政局下发的 21项服务清单外，还提

供一系列特别的便老服务内容，如接送、

陪医、生活用品采购服务、上门慰问、科技

助老、养老顾问、康复租赁、急需应急处理

等。老年人通过打电话或上门预约，日间

照护中心还能及时安排志愿者进行一对

一的“保姆式”上门服务。这些服务，都是

免费的。

在一楼大厅，记者看到柜子上陈列着

一袋袋大米。“老人爱吃大米。根据老人

的口感，我们引进了高品质的优质大米，

凡是本镇户籍 60周岁以上老人，购买大

米享受 7折优惠价，并且免费送货上门。”

沈彩雅说，“未来，我们将针对农村老年人

的需求，继续提供更多的便民服务。”

■本报记者 陈烁

日前，“临港公益 2021年泥城镇公平

村爱心助老项目”启动，上海临港公益基

金会再次捐赠 30万元，为公平村 31位 90
周岁以上高龄独居老人免费提供又一个

365天的“爱心午餐”。

公平村离镇区较远，全村 60周岁以

上老人有 1281人，其中 90周岁以上的老

人有48人，48人中居家的有31人，住敬老

院的有 17 人。对于居家的高龄老人来

说，最头疼的就是“吃饭”问题。

2018 年，上海临港公益基金会秘书

长陈英在走访临港几个镇的时候，了解

到这一情况，开始深入研究“爱心午餐”

项目。

2019年 5月，公平村“爱心午餐”助老

服务项目正式启动，由上海临港公益基金

会全额资助，为公平村 90岁以上老人提

供送餐上门服务。

据统计，截至 2021 年 5 月，“爱心午

餐”项目累计送餐1.6万余份，送餐服务满

意率达到100%。

94 岁的姚品仙，前几年儿子患病去

世，现在儿媳妇又身患重病，每天送上门

的香喷喷饭菜对她来说是“雪中送炭”。

“为老人送餐的意义，并非提供一顿

热饭热菜这么简单，这也是对老人的一种

探望和关心，是为民办实事的具体体现。”

公平村党总支书记、主任陈琪说，一碗碗

“长者饭”飘出的是浓浓的敬老情，体现的

是满满的幸福感。

为老助餐服务不仅把爱心送到了老

人家中，也把公益理念注入了村民的心

中。公平村有一支编织队，成员都是 60-
70岁的“小老人”，被“爱心午餐”影响和感

动，她们自发为村里的高龄老人织围巾送

温暖。通过上海临港公益基金会，编织队

还将编织的爱心手套、爱心围巾送到了贵

州贫困山区的学生手中，把爱心传递到了

更远的地方。

■本报记者 章磊

和谐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基石，离不开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建。近日，陆家嘴街

道探索引进互动体验心理剧，通过人际关

系的探索，推动社区融合发展。

当天上演的是上海惠迪吉公益人心

理关爱中心原创的互动体验心理剧《30分
的故事》。该剧讲述的是一场由孩子成绩

引发的家庭大战，围绕亲子关系主线，呈

现出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及其

矛盾。

共有 80余名社区居民和企业员工参

与了心理剧。由于“剧本”源于真实的家

庭故事，心理剧赢得了台下观众的共鸣。

观众李女士说：“以前遇到这种事，只

关注事情本身或是自己的感受，忽略了整

个家庭的氛围，通过互动体验环节，我意

识到也要关注孩子的感受，以及家里每一

位成员的感受。”

据悉，这是陆家嘴街道首次引进“公

益+艺术+互动体验”的形式，促进幸福关

系建设，借此推动社区融合发展。

陆家嘴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为品质公益文化

资源和爱心企业牵线搭桥，形成合力，共

同服务社区，关爱社会，同时引导更多市

民参与志愿服务，以公益促进幸福关系文

化建设，推动社区融合发展，打造城市文

化建设新高地。

■本报记者 章磊

“跟孩子一起在托育园过了半天，感

觉他过得挺开心、挺充实的，也能学到不

少东西。”6月 1日，合庆镇居民龙政英参

加了小海鹰托育园的家长开放日活动，体

验孩子的幼托生活。

小海鹰托育园是合庆镇首家公益性

托育服务机构。此前，为促进镇域内的幼

儿托育服务事业发展，满足居民需求，合

庆镇对接浦东新区托育指导中心，成立了

小海鹰托育园，目前接收了16名孩子。

当天，老师带着孩子们跳操、玩游戏、

做手工，还引导家长一起参与，共同感受

快乐的氛围。

“老师们都很细心，对孩子的关心很

到位，带孩子们玩游戏前会给他们戴上汗

巾，而且随时帮他们擦汗。”龙政英说，“我

们把孩子放在这里很放心，孩子们也能学

到如何与其他小朋友一起参与集体活

动。”

据介绍，老师每周都会根据孩子们的

情况制定合适的教学计划，从开始的纯玩

到倾听绘本故事、学习餐前英语、开展小

剧场表演等一系列活动，慢慢培养孩子的

学习兴趣、合作交往能力和规则意识。

虽然开园时间不久，但已经有不少家

长前来询问，如何能够将孩子送到托育园

内。合庆镇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表示，针

对镇域居民日益增加的幼儿托育需求，后

续还将建设更多公益性托育服务机构，更

好地满足居民的需求。

本报讯（记者 沈馨艺）6月 1日，川

沙新镇“护苗联盟”成立，并启动“护苗

2021”青少年法制教育系列活动，筑起青

少年健康成长的“防护墙”。

川沙新镇以创建“扫黄打非”进基层

示范点创建工作为契机，协同浦东新区政

法委协调处、浦东新区扫黄打非办共同开

展“护苗”行动，与辖区内各中小学、各居

村、辖区派出所、镇社区文化服务中心等

组成“护苗联盟”。

“护苗联盟”将通过组织开展青少年

乐于参与的互动宣教活动，重点加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青少年养成良

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培养学生的爱

国情怀、交通安全、环境保护、自我防患的

意识及知荣辱、明是非的能力，从小养成

遵纪守法的好品德。

“护苗联盟”成员单位之一、川沙新

镇界龙村的党委书记马凤英告诉记者，

界龙村计划建设一个法治公园，宣传更

多扫黄打非的知识，以直观的宣传形式

开展教育，并利用“家门口”服务中心的

“七彩小屋”青少年活动室开展假期安全

教育，把宣传做得更广泛、更到位。

作为“护苗 2021”青少年法制教育系

列活动之一，现场举行了“护苗 2021”中
小学绘画比赛的决赛。前期，川沙中学南

校、黄楼小学等多所学校组织学生参加，

以社会治安防范、日常生活安全等内容为

主题进行创作，并从 50幅初赛作品中评

选出了18幅进入决赛。

川沙新镇党委副书记张士伟表示，后

续还将借助社区普法阵地建设等活动，推

动青少年群体防范意识和法制观念的提

升，真正用好“护苗联盟”，把护苗行动落

到实处，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本报首席记者 符佳

近日，上海电力大学来了一批怀抱一

捆捆书籍的特殊客人。原来，这是上海海

事大学“爱心书屋”创建人“送水叔叔”黄

曙光带着志愿者，前来援建上海电力大学

“爱心书屋”。

“爱心书屋”是一个图书资源的整合和

循环平台，也是建设节约型校园的成功案

例。上海海事大学“爱心书屋”2020年10月

开业，在校园内原本承担送水工作的黄曙

光，带领学生志愿者将海大校园内的书籍

资料收集整理再循环使用，既为学生节约

开支，也为学校节省资源，广受师生好评。

得知“近邻”上海电力大学也想筹建

“爱心书屋”，黄曙光和海大志愿者们精心

挑选了 3000余册书籍“送书上门”，还向

电大“爱心书屋”的志愿者传经送宝，分享

了“爱心书屋”的管理经验与书籍摆放技

巧。两校的学生志愿者一同将捐赠书籍

分门别类整理放置到书架上。

“书籍没有温度，但爱有温度。每一

本图书的传递，都是资源的节约，都是爱

心的接力。”有 30 余年党龄的黄曙光表

示，“爱心书屋”不仅宣扬节约风尚，尊重

求知梦想，还着力引导学生之间团结友

爱、互帮互助。上海海事大学“爱心书屋”

志愿队队长代欣鹏见证了书屋的一路成

长，他期待通过捐赠书籍、邻校互助，在临

港的5所大学中传播节约型校园的理念。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位于高科西

路上的一妇婴临时停车场，如今也可以通

过“上海停车”App实现错峰预约停车位。

记者从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获悉，“上

海停车”App“错峰共享”电子签约功能已

上线试运行，用户通过该功能可实时查询

周边停车项目的服务信息，自主选择、一

键签约不同时段、距离、价格的服务产品，

有效提高错峰共享的便捷性、透明度和灵

活性。

打开“上海停车”App，可看到“错峰产

品”一栏。在该栏目中，用户可以看到当前

定位附近的场库信息。点击场库后即进入

相关详情页，场库距离用户的位置、错峰价

格、错峰时间等详细信息一应俱全。

同时，用户还可点击“签约指南”了解

更多详细操作方式。当用户确认选择好

某一场库后，即可点击“在线签约”，出现

签约的各类信息，确认无误后即可点击提

交订单。用户可通过支付宝或微信等方

式缴费。

支付成功后，可点击订单详情进行查

看。值得注意的是，用户在完成错峰共享

泊位的签约预定后，需预先支付“错峰停

车费”。订单生效期间，车辆在签约场库

规定的每天“错峰时段”内，可多次免费进

出该签约场库。

首批上线试运行的错峰共享项目主要

覆盖黄浦、静安、徐汇、长宁、虹口、普陀、杨

浦、宝山、闵行、浦东、青浦、奉贤、金山、崇

明14个区，总计35个项目、1452个泊位。

浦东除了一妇婴临时停车场，还有峨

山路上的双创停车场。根据工作计划，年

内将有100个“错峰共享”电子签约项目上

线。市道运局表示，相关具体功能设计也

将根据用户反馈意见持续予以优化提

升。目前错峰共享功能仅对小型客车用

户开放。

在村“托老所”享受理疗、桌球、烘焙……

“现在村里老人也可以享福了”

泥城公平村31名高龄老人续享“爱心午餐”

一顿热饭热菜 一份关心关爱

携手共建节约型校园

“送水叔叔”援建电力大学“爱心书屋”

互动体验心理剧促幸福关系建设

“上海停车”App
上线“错峰预约停车位”功能

公益性托育孩子开心家长放心

“护苗联盟”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暑期即将来

临，游泳再度成为市民学生关注的话题。

记者获悉，原仅面向校内师生的上海科技

大学游泳馆，于 6月 1日起正式对公众开

放。

该馆还在国内率先引入了全套3S泳

客安全预警信息管理系统，泳客潜水超

10秒即发警告，让市民游泳安全无忧。

究竟是怎么做到实时监控的呢？上

科大游泳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奥秘就藏

在泳客佩戴的泳帽上。一枚作为安全钥

匙的小卡片，置于泳帽前额的夹层内。

当泳客脑袋没入水面后，即开始进入预

警状态，共分为“安全”“注意”“关注”“跟

踪”“警示”“警报”6个预警等级，从 10秒

起每 5 秒逐级提升，并在大屏幕上予以

显示。

其中，在“跟踪”“警示”“警报”三级预

警状态下，系统会发出语音提示。在没入

水面 30秒的最高等级“警报”下，屏幕上

的“小鸭子”还会变为五角星，显示疑似溺

水泳客的确切位置，便于救生员救助。

即日起至6月27日，上科大游泳馆营

业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 12：00—20：00，
每周一闭馆；6月 28日至 9月 12日，营业

时间为每日14：00—21：00；9月13日起恢

复非夏季开放时间。游泳馆在海科路

550号辟出了独立于校园的公众通道，健

身房、瑜伽房、私教室、休闲吧等配套设施

也即将开放。

泳客潜水超10秒即发警告
上科大游泳馆率先引入预警系统

上海临港公益基金会再次“承包”公平村高龄老人一年午餐。 □泥城镇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