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王敏华 摄/文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大团镇因地制
宜，结合本镇地域特色，精心设计
暑期活动内涵。8月4日，大团镇
推陈出新，以“美丽乡村历奇记”
为主题开展2017年暑期活动，引
导广大未成年人在暑期中走进乡
村，感受十八大以来家乡新农村
变化、民宿的发展，让他们与大朋
友一起，大手牵小手，共同度过一
个“安全、健康、快乐、有益”的暑
期。

听讲解观民宿
巧手制作点心

一大早，小朋友在大朋友的
带领下，一起来到了大团果园村

的百匠村，参观大团镇首个民
宿。在专业老师的讲解下，大家
了解到百匠村民宿是以匠人手作
体验为主题切入，让入住客人体
验不同的主题风格，感受不同的
入住体验。每一幢民宿有一个主
题，也有一个匠人。在收藏主题
民宿里，小朋友们被眼前的收藏
品深深地吸引住，纷纷驻足观看，
有的还拿出手机进行拍照。在一
个百子图的瓷盘前面，三墩居委
的鞠天翱小朋友和他的队友正在
一起数盘中画的小孩，一遍又一
遍。

参观完民宿后，由民宿内的
点心大师亲手教大家包馄饨做包
子，包馄饨对小朋友来说还算简
单，主要不要让馅漏出来就可以
了。让小朋友头疼的还要数做包

子，要把发好的小面团揉按成中
间厚，两边薄的面皮，比较费劲。
在大朋友手把手的指导下，小朋
友做完了一个个的包子，卖相虽
然不是很好看，但他们都很认真
的去完成每一个动作，没有小朋
友喊累和打退堂鼓。“平时只知道
自己吃馄饨包子，妈妈都帮我弄
好了，从来都没有自己做过，感觉
还蛮开心的。”果园村的王舒悦小
朋友手捧自己做的包子，让姐姐
们拍照留念。大家吃着自己亲手
做的馄饨、包子，脸上露出了灿烂
的笑容。

传承工匠精神
体验编织乐趣

为了让小朋友能够了解该镇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潭竹
篮，学习传承工匠精神，大团镇特
别邀请专业的竹编匠人进行现场
讲解演示竹编编织技巧，小朋友
在老匠人的耐心指导下，亲身体
验编织技艺。几根细细长长的竹
条在竹编匠人的手里，三下五除
二，就编织成竹篮、小船、灯罩、花
篮等各种成品，一旁的小朋友被
老匠人的精湛技艺所吸引，纷纷
要学，还不时地问个不停。刚开
始的时候，小朋友总是没有找对
编织的技巧，经过老师一遍又一
遍的耐心讲解，一条小船作品终
于完成了。小朋友拿着自己亲手
制作的作品，很自豪，“我要把它
送给我妈妈，告诉他这个小船是
我编的。”镇南村黄灏轩说。

传统文化熏陶
感受艺术魅力

太极拳是中华武术之精髓，
它既能陶冶情操，又能锻炼身
体。为了让小朋友了解到中国的
传统文化，百匠村特别邀请太极
专业老师前来授课。老师向小朋
友们讲述了太极拳的来历和基本
要领。重点学习它的起式和卷肱
式。在授课的过程中，老师亲身
示范，学员积极请教，形成了良好
的互动氛围。由于大家大部分是
第一次接触太极拳，所以做动作
时往往缺乏持久力，标准度也不
到位。老师及时发现之后，让孩
子们在打太极拳的同时背诵拳谱
及分解动作，小朋友们学得有模
有样。

随后，大家手捧着《千字文》，
在老师一字一句的讲解下，大声
诵读这些传统文学著作，书声琅
琅，小朋友在接受传统文化熏陶
与洗礼的同时，深刻感受着传统
文化的浓厚底蕴。

今年暑假，大团镇暑期活动
别出心裁，努力实现内容全覆盖、
资源最优化、活动多样化、管理规
范化，不断丰富广大未成年人暑
假精神文化生活。暑期活动的触
角已经不断深入基层，农村孩子
的暑假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在活动设计方面也将更加注重培
育孩子们的美好心灵，不断提升
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

【图文报道】

今年是贯彻落实“6·27”工程关键之年，奉贤海湾旅游

区禁毒办在少年军校暑期学生返校日之际，积极会同该校政

教处，组织小学生开展“远离毒品，毒品就在你身边——勿让

毒品进家园”主题宣传活动。共有86名小学生参与此次活

动。

活动当天禁毒老师带领禁毒志愿者在军校阶梯教室开

展在校学生暑期毒品预防知识讲座。除了发放禁毒宣传资

料、参观禁毒知识展板以外，活动还通过观看视频（当前我国

毒情形势片）、聆听禁毒专职老师禁毒讲座，让学生们对毒品

有了初步的认识。随后的学生现场禁毒知识问答互动为他

们解答了各类毒品的危害性。

通过此次对在校学生毒品预防教育宣传，进一步提高在

校学生暑期识毒、防毒、拒毒能力，也为拒毒品于家庭、校园

之外、净化温馨校园环境起到禁毒部门积极宣传教育作用。

通讯员 金继忠

奉贤海湾旅游区禁毒办开展暑期禁毒宣传

主办：东方城乡报社 协办：上海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 第211期

【讲述·有一种力量叫悔】

【基层快报】
青浦徐泾镇组织综治干部参观“百米禁毒长廊”

筑牢思想防线 强化干部责任
为积极响应上级部门禁毒工作安排，切

实做好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增强社区干部禁
毒工作理念，在社区工作中发挥禁毒宣传、
教育作用，进一步提升对社戒社康人员的帮
教转化能力。8 月 4 日下午，在镇综治办、
禁毒办的统一组织和安排下，综治专职干
部、禁毒专职干部、各村居委综治干部、通
信联络员等30余人来到禁毒教育基地徐泾小
学“百米禁毒长廊”进行参观学习。

百米禁毒长廊共分“千万不要吸第一
口”、“毒品是罪恶之源”、“中国禁毒史”、

“毒品介绍”、“青少年吸毒危害”、“依法禁
毒构建和谐”、“禁毒有我活动展示”等参观
教育区。通过参观开放式的百米禁毒长廊，
经过通俗易懂的图文介绍和禁毒工作者进行
禁毒知识的讲解，尤其是在新型合成毒品知

识和社区戒毒（康复）相关知识和工作模式
上进行了大幅度的讲解。旨在使干部同志们
充分认识到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民
族、国家的危害，提高了广大干部同志参与
禁毒社会化工作的积极性。

通过此次参观活动，使大家深刻认识到
禁毒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家纷纷表示
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一定要远离毒品，珍爱
生命，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价值观，将思想防
线筑牢，要有力提升对社戒社康人员的帮教
转化能力，并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和平台
向身边人和社会宣传毒品的危害性，动员所
有人参与到禁毒斗争中来，一起远离毒品，抵
制犯罪，为构建和谐徐泾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外，徐泾镇禁毒办联合禁毒社工、禁
毒志愿者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开展社区

戒毒（康复）人员的健康体检工作。
参加此次健康体检的社区戒毒 （康复）

人员共计20人，体检项目包括血常规、尿常
规、肝功能、胸透、心电图、B超、HIV等
项目。让他们及时了解和评估身体的健康状
况，在疾病尚无明显症状时，及早检查出致
病因子并加以治疗，与此同时，医务人员对
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的检查状况给予了针
对性的建议，帮助他们疏导情绪、应对心
瘾。

通过本次活动，不仅让社区戒毒 （康
复）人员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活动结束后
还为他们送上了爱心早餐，更让他们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关爱和社会的关心，增强他们戒
毒的信心和决心，积极面向阳光生活。

通讯员 马召明

老金的收获
□金婵娟

快到收获的季节，老金一个人在他的果
园中忙碌着，看着三年的付出快要有回报
了，老金挂满汗水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是
啊，三年，人生有多少个三年，想到三年前和
老金初次见面，社工如今还是记忆犹新。

●初次见面 道出苦衷

初次见到老金，五十来岁，矮矮的个子，
微微有些发福，看着很憨厚的样子，谁也没
有想到他竟然也会和毒品牵连。老金来社
工点报到的那天，见到社工就说：“你能不能
帮帮我，一念之差丢了工作。”社工让老金别
着急，坐下来慢慢说。

老金告诉社工此次吸毒完全是在朋友
的怂恿下吸食了毒品，没想到吸了几口就有
警察上门来了，拘留 10天后被处以社区戒
毒。这个事情让单位知道了，单位就让他主
动辞职。现在自己没了工作，家人知道后也
整天埋怨他，他感觉压力好大。想想自己已
经这个年纪了还做出这种事情，真是后悔莫
及。现在周围的人也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
他，他不知如何去面对。社工能理解老金因
为吸毒事件失去工作的心情，一念之差现在
的生活和以前有着天壤之别，他不知如何面
对家人、朋友和周围的人……

●沟通协调 初见成效

得知老金的情况后，一方面社工与老金

的妻子取得了联系，老金的妻子告诉社工其
实老金是个很勤劳的人，在家什么都肯干，
她也没想到老金会与毒品有染，他们也觉得
有些意外。社工知道一向老实勤劳的老金
这次吸毒事件家人一下子也难以理解。社
工告诉她老金也很后悔，觉得对不起家人，
现在又失去了工作，更让他感到压力，社工
希望老金的妻子能多一份包容和关爱，相信
老金能改变的，因为家是康复的第一站，如
果家人嫌弃他的话，他会很无助的。老金妻
子说她也只是说说气话而已，其实她也相信
老金通过自己的努力会改变的，即使没有稳
定的工作，勤劳的老金也能找到活干的。

另一方面，社工又联系了老金原单位的
领导，希望领导能给老金一次机会。领导告
诉社工老金的工作表现一直很好，也曾是单
位的优秀员工。可是他们单位也算特殊，有
时员工晚班打瞌睡都要处理了，老金出了这
事肯定也要处理，要不然以后工作很难做。
社工也能理解。社工告诉领导处理以后能
不能看老金的表现再给予机会，因为老金也
上了年纪，找工作相对困难，但是老金的年
纪可以开具认定劳动就业困难人员，如果到
时有单位吸纳他会有相应的政府补贴的。
领导说再看吧，既然社工这么说，过三个月
看看，需要人的话就让老金再去上班，社工
感谢领导的宽容，领导说他对老金此次的事
件也很意外，但是老金还是幸运的，有社工

和社会上的关心和支持……

●各方支持 渡过难关

接下来的日子，社工协助老金办理了劳
动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老金也凭自己勤
劳的双手找了份零工，虽然很辛苦，但是他
非常珍惜，他的吃苦精神得到了家人和朋友
的肯定。每当老金遇到各种困难或情绪的
时候总是忘不了与社工联系，告诉他的喜怒
哀乐。社工的倾听会缓解他的情绪，社工不
断地给予支持和鼓励，慢慢地，老金也能敢
于面对现实，对自己又有了那一点点的自
信。

更可喜的是，过了几个月之后老金接到
了以前单位领导的电话，让他去上班。老金
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社工，并感谢社工
为他去沟通协调。社工告诉他，这是他自己
努力的结果，虽然社工一直与他以前领导保
持着沟通联系，但是关键还是领导看到了他
改变的决心和行动。社工依然记得老金那
天的言语有些哽咽，他说社会还是公平的，
还能给他改错的机会，他一定会好好努力，
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双倍的努力 终得收获

老金再次就业后不久又有机会承包了
村里的果园，当初他告诉社工这个消息，社
工问他是否能兼顾得过来，果园的活会很

累，这般年纪做两份工作吃得消吗？老金说
自己也考虑过，果园忙的时候可以请人一
起，单位上班可以申请晚班。以前自己亏欠
家人好多，这次他要抓住机会好好干。老金
的满腔热情让社工感动。老金也开始他的
就业和创业，开始果树还小，没有收成，老金
就在树下种蔬菜，养家禽，他的果园就像一
个农场。他也申请到了晚班的工作，每当早
晨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摘蔬菜卖蔬菜，由
于他的菜新鲜，许多单位食堂都预定，这样
老金在销售方面省力了许多。社工也一直
关心着老金，经常去他的果园看望他，并希
望他劳逸结合，注重身体。老金忙碌的身影
奔波在工作中，其妻看了也有些心疼，经常
让他注意休息。

一晃三年过去了，老金完成了他的社区
戒毒，经认定为三年戒断人员。老金的果园
也开始有了收获。果树上结满了果实，老金
依然忙碌在他的果园里，看到硕果累累的果
树他终于松了口气，他走出了那段雾霾的日
子，迎接他的是灿烂的阳光。老金说自己是
不幸的，这个年纪还在犯错招人歧视，自己
又是幸运的，在困惑无助的时候有这么多人
支持和关心着他。他说通过这三年的经历，
他也明白：人一辈子不可能不犯错，关键是
犯了错怎么去改正。面对错误自己曾后悔、
迷茫甚至有些不知所措，但是自己有幸得到
社工、家人和朋友的帮助，让他很快找回了
自信，融入了社会。现在很忙也很充实，期
待着果子采摘的那天，相信自己的付出会有
所回报，因为他不是孤军奋战，他就是一，后
面有许多零在推动着他，后面的零越多，他
的力量越强大，相信明年的今天就会有更大
的收获……（作者系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
社青浦工作站社工）

松江区新桥镇开展暑期学
生禁毒知识讲座

日前，松江区新桥镇禁毒社工、
禁毒志愿者来到晨星居委会，向 50
余名学生开展了一次禁毒知识讲
座。禁毒社工向在座的学生讲解了
什么是毒品、毒品的危害和特征。
其间，还向学生们发放了禁毒宣传
资料及印有禁毒标语的宣传小礼
品。此次禁毒知识讲座，使青少年
学生受到了一次毒品预防知识的教
育，树立起预防毒品从小做起、从我
做起的禁毒意识。 通讯员 朱亚明

浦东新区书院镇
紧抓青少年禁毒教育

为进一步提高暑期青少年对毒
品预防的认识，增强青少年拒毒防
毒的意识，书院镇禁毒办组织中致
社书院禁毒社工在新舒苑社区开展
以“青少年与合成毒品”为主题的毒
品预防教育讲座，80余名青少年学
生参加了活动。通过此次禁毒教育
讲座，进一步提高了暑期青少年拒
毒、防毒的意识，有效提升了青少年
自觉抵制毒品的意识和能力。

通讯员 刘克伟

浦东新区组织开展
吸毒检测工作专题培训

浦东新区禁毒办联合新区卫生
计生委假座浦东新区卫生发展研究
院，组织全区禁毒社工和基层检测
医技人员200余人开展了吸毒检测
工作专题培训，本次培训规范了吸
毒检测工作的标准和信息化要求，
明确了唾液检测器材的保管使用、
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重申了社区
戒毒社区康复人员社会救助政策与
日常服务的基本要求。

通讯员 刘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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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团镇大团镇：：暑期活动出新招暑期活动出新招 走进乡村长技能走进乡村长技能 “百老团将军英模风采
书画展”在复旦举行

为喜迎党的十九大，纪念建
军九十周年，为期1个月的《百老
团百名将军英模风采书画展》，日
前在复旦大学博物馆开幕。上海
百老团的百名将军、英模身穿军
服，胸佩功勋章，冒着酷暑高温前
往祝贺。

据介绍，此次展览分为关怀
鼓舞、百老风采、书画作品三个部
分，收集图片200余幅，书画作品
60 余帧。其格调高尚，意义深
远，既充满了领袖和组织的关爱，
又饱含着百老百将的风采与情
怀，更展示出将军英模的智慧和
境界。这些书画佳作完全出自百
老团将军、英模之手。他们中有
的是抗战“老兵”；有的是战斗英
雄；有的是高级将领;有的是全国
劳模;有的是著名专家教授。他
们以挚爱情怀，优美的书画，讴歌
党和祖国，赞美时代风尚，颂扬社
会和谐！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表
示：要让更多师生走进展馆，亲身
感受百老书画作品所蕴涵的崇高
思想境界、高尚精神追求、豁达人
生态度和美好生活感悟，让这些
优秀的思想精神品格，连同先辈
所开创和奋斗的事业，都在青年
群体中得到充分传承并不断发扬
光大。

当日，数百位将军英模、复旦
学子及社会人士前往观展。大家
目睹展品，纷纷慨叹!面对这一场
面，百老团团长戚泉木激动地说：
此次活动将进一步展现百老风
采，弘扬百老精神，助推复旦大学
道德教育基地的功能发挥，营造

“发扬光荣传统，道德品质至上，
争做四有新人”的良好社会氛
围。 成好 舒宁

□通讯员 秦友喜 摄/文

“楼道堆物、空调滴水、家庭
事、邻里事、小区事”，自 8月 1日
起，凌八居民区每天都有居民来
到居委会“今天我接待”反映情
况。每天居委干部轮流热情接
待，认真记录，及时处理，迅速回
复。让来访的每一位居民有一个
满意的答复。

“今天我接待”是浦兴街道今
年5月首批居委会试点，皆在进一

步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沉到居
委，服务群众，积极推进“家门口”
服务体系建设，引领民主自治能
力提升，建立和健全社区工作者

“全岗通”工作制度，呈现全方位
服务群众能力新举措，拉近了居
委干部和居民群众的距离，架起
一座“安居乐业”之桥。

“今天我接待”得到了广大群
众认可和好评，传递了提升“大爱
浦兴·美好家园”发展建设的正能
量。

浦兴街道首推居委建立浦兴街道首推居委建立““今天我接待今天我接待””

在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城厢社区西市居
民区，活跃着文艺、助老、保洁三支志愿者
团队。而三位团队带头人的事迹，尤为人
们称道。

一

2012年 10月，从川沙中学教导主任岗
位上退休的程海林来到西市居民区党总支
报到。

唱歌，写歌词，谱曲，乐队指挥……这
些都是他的强项。退休前，他就利用业余
时间为新川、西市合唱队参加比赛选歌、写
分声部乐谱并担任指挥，使合唱队在高手
林立的比赛中获奖。现在正式退休了，居
委领导就邀请他担任西市“蓓思文艺队”队
长。

文艺队有 30 多名队员，在原老队长顾
祖恩等带领下，已在川沙地区有一定影响，
而且还在新区民政局登记注册，成为名副
其实的社团组织。

为了办好文艺队，程老师义无反顾地
奉献着自己的余热。他发挥自身特长，为
队员讲解和声知识，指导队员掌握发声方
法，使文艺队在跳舞、唱沪剧的基础上，增
加了合唱、独唱、表演唱等表演形式。他还
邀请专家来队辅导，提高队员们的表演水
平。2014年 2月至今，每周两个半天排练，
遇到演出或比赛还要加练，他几乎每次全
程参加。2015年1月，程老师的爱人突发心
脏病，进医院装支架，但他叫儿子请假从浦
西来照顾，自己第二天照常参加排练，尽管
心里非常难过，面上却看不出来。今年 5

月，他爱人脑梗住院半个月，他每晚陪伴，
其间排练一次没有缺席。他的表率作用带
动了全体队员。独唱演员席福英为了上午
准时参加排练，推迟到下午去医院挂盐
水。沪剧演员凌荣康白天做胃镜，晚上还
赶来排练。舞蹈演员孙爱仙为了排练和演
出，多次放弃儿子安排她出国旅游的机会。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由程老师创作、
编排的沪剧表演唱《绣出川沙新镇风光无
限好》，得到著名沪剧演员汪华忠的好评，
在新镇三十多个文艺团队参加的演出比赛
中获得二等奖。经他改编并增加分声部合
唱的《莳秧山歌》，在浦东老山歌首届交流
展示演唱会上独占鳌头。由他创作、编排
的表演唱《廉政托起中国梦》、舞蹈《我爱
你，中国》等也在各类会演中屡屡获奖。

二

2007年，从上塑十二厂提前内退的45
岁的武锦莲，被推选为175弄8号楼组长，由
于工作出色，多次被评为优秀楼道组长。

2016 年，西市居民区成立了一支由 30
人组成的助老志愿者队伍，大家推选武锦
莲当队长。这支队伍分成6个小组，分片上
门看望小区内的老人，连双休日、节假日也
不间断。小区内105位80岁以上的老人，天
天有人上门探望。助老队员们还经常探望

入住敬老院的老人。
去年7月，天气闷热。武阿姨顶着烈日

来到三灶浜路，看望54号的朱炳贤老人。
一进门，武阿姨见朱炳贤夫妻俩在流

泪，就问：“老朱，碰到了什么伤心事啊？”
“这么热的天，电线不通，电断了，电风

扇不转，电饭锅不能用，这日子怎么过啊！”
老朱哽咽着说。

武阿姨马上拨打供电所的电话。对方
回答，这几天正是维修高峰，忙不过来，只
能登记在案，过两天来修理。

“天这样热，没有空调，老人会出事
的。请你们特事特办，为老人开启绿色通
道吧！”

在武阿姨恳求下，供电所立即派人来
到老人家里修通了电线。电风扇转起来
了，电饭锅可以烧饭了，朱炳贤夫妇拉着武
阿姨的手说：“您比我们的亲生儿女还亲
啊！”

西河浜路 97号的 87岁老人王章英，平
时出行靠轮椅。她看到居委干部和志愿
者，就会问：“这两天有啥活动哇？有活动
一定要让我参加啊！”记着老人的话，居委
每年组织端午、中秋、重阳敬老活动，以及
春节、国庆等纪念活动及各种演出活动，武
锦莲都会安排志愿者把王老太推来；活动
结束又送她回家。老人高兴地说；“参加了

社区活动，我觉得年轻了许多。”

三

55 岁的唐春女，是上海亚洲毛巾厂的
退休职工。自从担任保洁队长以来，她每
天早上都要在居民区兜一转。她熟悉小区
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角落，只要发现环境
卫生方面的问题，或组织卫生队员即时处
理，或及时向居委会汇报。

有一次，养和堂后面的花坛里出现了
大量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唐春女马上通
知队员中的党员和骨干前来突击整治，一
共清理掉了8翻斗车。大家冒着烈日高温，
把一车车垃圾运到一里路外垃圾厢房，个
个干得汗流浃背。还有一次，队员们发现
三灶浜 111号西面健身房旁边被人丢满了
碎砖头、破衣服、旧沙发。经唐春女发动，
居委工作人员和保洁队队员一起出动，集
中力量打歼灭战，清理掉了七八车垃圾。
有的垃圾散落在明沟里，队员们不怕脏，不
怕臭，用火钳、铁锹掏干净。

唐春女既是文艺队副队长，又是助老
队队员，还是川沙新镇城厢社区的市民巡
访团人员。她身兼数职，总觉得时间不够
用，尤其在今年 5月媳妇做月子后，她还要
照料产妇和婴儿，更是忙上加忙。她的爱
人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仓库管理员，见
妻子又要照看孙子，又要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实在太辛苦了，于是57岁的他毅然提前
退休，回家做“全职老公”，好让妻子全身心
地投入社区工作。夫妻俩“舍小家顾大
家”，在小区传为美谈。 蔡贡民

群雁高飞头雁领群雁高飞头雁领
————记川沙新镇西市居民区的团队带头人记川沙新镇西市居民区的团队带头人

银行进社区
日前，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走

进北蔡绿川一居活动室，给居民
们带来了一堂防范金融诈骗以及
假币识别的金融知识讲座。

银行工作人员首先向居民们
播放人民币真伪识别的 PPT，手
把手地教授识别假币的技巧。居
民们对银行提供的如此合民意、
接地气的服务表示十分赞赏。

小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