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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乡中小河道整治见成效，浦东 6 家集体和 7 名个人获得先进

本市推进城乡水环境治理重点工作

□记者 康晓芳
日前，本市召开 2018 年河长制
暨“苏四期”工作部署会议，全面部

署 2018 年本市苏州河及城乡水环
境治理重点工作。浦东新区祝桥
镇东滨村等 6 家集体、川沙新镇杜
尹村杨德忠等 7 名河长被评为上一

年先进。
据了解，2017 年，在各区、各相
关部门的齐心协力、狠抓落实下，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大力支持
下，本市实现了“中小河道基本消
除黑臭”的目标，市民满意度和获
得感明显提升，打赢了城乡中小河
道综合整治这一河长制首场战役，
浦东新区也取得相应成绩。记者
获悉，通过坚持“工作目标全覆盖”
和“市区联手、水岸联动”，全面摸
清河湖本底，全面落实河长责任，
全面推进水岸同治，本市城乡水环
境面貌持续改善，河湖水面率止跌
回升，1864 条段中小河道已基本消
除黑臭，公众满意度测评均在 90%

以上。同时，根据最新水质监测数
据和卫片解译，全市 259 个主要河
流断面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为
59.1%，较 2016 年上升 16.2 个百分
点。
2018 年，城乡中小河道治理工
作将全面完成专项规划，梳理形成
河湖现状底图，明确年度河道整治
项目情况，健全河湖水面率考核监
管追究机制，加大违法填河查处力
度，抓好岸线管控，拆除沿河违建，
确保水域面积只增不减，并保障
“美丽街区、美丽家园、美丽乡村”
的水域环境，提升百姓对生态环境
满意度。

一系列活动凝聚村民心

合庆镇勤奋村妇联给妇女过上不一般的三八节

字精神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也提高
了村民的精神文明素质以及自我
管理家园的积极性。

□通讯员 徐静
今年正月，过了元宵节又迎来
三八节，如何给村里的妇女过一个
有意义的节日？合庆镇勤奋村妇联
为村妇女着想，
组织了一系列活动。
组织小义工探望结对老人
妇联主席兼爱心志愿者徐静
和小义工黄佳瑜一同探望了结对
的独居老人席新群，并向她送上了
慰问品和节日的问候。席新群老
人询问了黄佳瑜近期的生活和学
习情况，黄佳瑜告诉老人已经习惯
了学校的住宿生活，每周回来一
次。学习也挺努力的，再过两个多
月就要高考了。黄佳瑜也询问了
席奶奶的身体情况，老人说自己身
体棒棒的，上午有空就去自留地里
忙一会，下午跟邻居打打麻将聊聊
天，过得也挺自在开心，同时她对
妇联和小义工经常性的关心表示
了感谢。
此次关爱活动也作为勤奋村
庆祝“三八”妇女节系列活动之一，
通过教育和引导少年儿童参与社
会公益实践活动，不仅仅能够让孩
子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的核心

价值观，也真正践行了“关爱老人
就是关爱自己”、
“关爱儿童就是关
爱未来”的美好理念。
绽放在寒风中的志愿者之花
今年的 3 月 5 日是第 55 个学雷
锋纪念日，为了更好地弘扬“雷锋
精神”，共筑一个清洁、卫生的环
境，3 月 5 日，合庆镇勤奋村妇联与
党员主题日活动、
“学雷锋”活动结
合在一起，开展了“美丽家园，你我
共治”为主题的环境清洁活动。
虽然这一天大幅度降温，寒风
瑟瑟，但是志愿者们的工作热情丝
毫不减。他们按时到家门口服务
站报到，并按照要求进行了分组分
批活动。公园里、马路上、河边的
绿地里、不起眼的旮旯里……到处
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红色的
是党员志愿者、绿色的是文明志愿
者、蓝色的是爱国卫生志愿者、还
有主动参与到其中的村民们……
他们是寒风中绽放的志愿者之花，
也是勤奋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经过半天的努力，勤奋村的环
境又有了新的变化，展现出一派干
净整洁、生机勃勃的模样。这次活
动不仅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4

“妇女之家”之快乐烘焙
3 月 6 日上午，勤奋村的“妇女
之家”传出一阵阵香甜的味道。原
来，为营造“快乐工作、幸福生活”
的学习工作氛围，让妇女之家成为
真正服务于妇女的温馨场所，勤奋
村妇联开展了庆祝“三八”妇女节
系列活动之“快乐烘焙”。
温馨的妇女之家里，大家各司
其职，调蛋挞液、烘烤、装盒……配
合默契，井井有条。当蛋挞端出烤
箱，奶香四溢，一触即发的味蕾之
旅开始。但是大家并未着急品尝，
而是急急忙忙地包装起来。原来，
今天还是勤奋村每周一次的睦邻
点活动，妇女之家的姐妹们想着先
要送到睦邻点让老人们先去尝尝
蛋挞的味道。
很快，睦邻点的老人们就尝到
了暖烘烘的蛋挞，大家对姐妹们的
手艺赞不绝口，同时也对党总支和
妇联的关怀表示了感谢。欢声笑
语和着蛋挞的香甜，温暖和幸福在
睦邻点绵延。
此次“妇女之家”活动的开展，
增加了姐妹们的沟通与交流，舒缓
了工作压力，同时也为老人们送去
了关心和温暖。让大家体会到这
里不仅仅是工作的地方，也是给人
带来快乐的地方，以后要多多创造
这份香香甜甜的滋味。

“以舞会友”庆“三.八”
3 月 6 日下午，勤奋村妇联举
办了一场小型舞会，以此来庆祝
“三八”妇女节的到来。文艺小分
队、老年戏曲队，以及热爱文艺的
姐妹们济济一堂，
欢声笑语不断。
活动开始前，勤奋村妇联主席
徐静向大家致以了节日的问候和
美好的祝愿，同时将勤奋村 2018 年
度关于创建“无五违”村和美丽庭
院创建工作向大家作了传达，并希
望在座的妇女姐妹们能够发挥半
边天的作用，为勤奋村的中心工作
奉献自己的力量。
为了让姐妹们能够感受到节
日的气氛，勤奋村妇联布置了温馨
的舞会现场，同时还特别请来了原
合庆镇国标舞一等奖的获得者卫
振华和姚月珠夫妇，他们精湛的舞
艺，为大家提供了优秀的现场教学
模板。在优美的舞曲中，姐妹们翩
翩起舞。熟练的，生涩的，刚刚起
步的，都在这一刻融入到欢快的节
奏中。跳累了，就坐一旁喝喝茶聊
聊天、听听音乐，观赏一下姐妹们
的舞姿。人生七彩，包含音乐舞
蹈，有七彩的人生才是完美的人
生。
大家对这样的活动表示非常
赞赏，都说度过了一次特别的难
忘的“三八”妇女节，让她们回
忆起了年轻时候裙裾飘飘的时
代。活动结束，勤奋村妇联向每
一位参与的姐妹送上了一份小小
的纪念品。

张江镇 110 位老人免费享受屈光矫正服务
□通讯员 汪正刚
日前，浦东新区张江镇 110 位
65 岁以上的老人，在张江镇卫生服
务中心免费享受了屈光矫正服务
的福利。
据了解，为 65 岁以上老人配戴
眼镜是“上海市第四轮公共卫生体
系建设三年计划（2015--2017）”，
由眼病牙病防治所、上海市眼病防

治中心联合举办“老年人屈光矫正
项目”。屈光是指眼睛在不使用调
节时，平行光线因屈光引起不能在
视网膜上显示清晰的图像，而是在
视网膜的前方或后方成像，包括远
视、近视、散光、老花，是老年人的
常见眼病。屈光不能防治，只有通
过验光作出诊断，进行矫正。全市
有 3 万名老人，浦东新区有 2700 名
老人享受这一福利待遇。

张江镇的 15 个居委 110 位老
人是 2017 年体检中发现的眼睛屈
光病人，由曙光医院和张江卫生服
务中心共同实施配镜。他们将对
110 位老人进行屈光矫正后进行筛
选，最终确定是否需要配戴眼镜。
张江卫生服务中心对这次服务进
行了充分准备；张江镇老龄委、老
年协会的干部到现场进行引导；田
园等居委派出志愿者陪伴老人参

加屈光矫正；有的家属也陪伴老人
前往。

【信息】

雷锋志愿者精神助力
高桥
“古镇再造·高桥复兴”

义卖、磨刀具、缝纫、理发……日
前，在高桥镇文化广场热闹非凡。虽
然天气寒冷，30 多家来自社区各单位
在志愿者服务集市上坚持为民服务，
受到居民好评。据了解，恰逢 3 月 5 日
学雷锋日，高桥镇精神文明建设委员
会、镇志愿者协会还举办了志愿服务
表彰大会。
参加公益服务的 30 余家单位，不
仅有镇职能部门的职工，还有区域单
位、社会组织、外资企业的业务骨干
们。他们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丰富多彩
的志愿服务项目，包括便民服务、爱心
义卖、法律咨询、专业领域的知识宣
传，这些项目都能紧贴社区居民的需
求。
镇党委、政府集中表彰奖励了一
批 2017 年度高桥镇十佳志愿者、集体
和项目。镇领导表示，高桥镇的经济
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的新成绩离不开
广大志愿者们的辛勤付出，高桥的发
展需要广大志愿者及社会各界力量共
同参与，各方齐心协力，帮助我们在
“高桥复兴”的道路上越走越好，为打
造创新高桥、宜居高桥、古镇高桥，实
现“古镇再造·高桥复兴”做出新的更
大贡献！
通讯员 刘玥玲 记者 康晓芳

唐镇金枫居委开展
“双创”宣传活动
日前，金枫居委金色年华读书读
报日，在新雅小区活动室举行。在读
报之前，居委书记薛徐鸣向在座的 80
多名中老年朋友传达唐镇党委政府于
新年上班第一天召开的创建全国文明
镇和创建国家卫生镇的会议精神，要
求居民积极参与做文明人、做文明事，
看到不文明的人和事积极制止，争做
“双创”的带头人，
搞好邻里关系，
积极
参与小区环境卫生和楼道卫生；不要
乱拖电线充电，
确保楼道安全；楼道内
勿乱堆杂物，
保持楼道畅通清洁；
要做
到文明养犬，发现犬屎要及时清除掉，
不要让蚊子、苍蝇传播疾病，消灭四
害，确保人体健康。
薛书记说：
“我们要大张旗鼓加大
宣传力度，
刊出黑板报、告居民书和挂
大幅横幅在小区门口及宣传栏。采用
多种形式进行宣传，
做到人人皆知、家
喻户晓。”听了薛书记传达的会议精
神，居民们表示一定要积极行动、全民
参与，为唐镇增光添彩。
通讯员 张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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