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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去听真声音 俯下身问计于民
——新年伊始漕泾镇开展“促发展、保安全”大走访、大排查活动

□通讯员 汤妙兴

“2022年发展目标是什么，还
有什么困难需要镇上帮助，春节
职工的生活和生产是怎样安排
的？”新年伊始，漕泾镇镇党委书
记钱立英一行来到了上海津力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一进企业便问
寒问暖拉开了走访的话匣子，实
地察看企业生产车间，了解企业
近期的发展、安全环保措施、企业
生产中所碰到的困难等情况。当
了解到企业希望政府扶持政策兑
现尽量早些，以缓解发展资金紧
缺困难时，钱立英一行做了认真
记录，并表示列为专项问题进行
研究。

从 1 月 10 日起，金山区漕泾
镇拉开了“促发展、保安全”大走

访、大排查序幕，镇党委书记钱立
英和镇长卢坚等镇级班子成员带
领分赴14个村居和120多个规模
型企业，开展为期一个季度的“大
走访大排查”。围绕“问经营、问
市场、问安全、问需求”四必问，从
元月第一个工作日起已走访企业
21家，共“问”岀人才引进、技工招
聘、政策落实、产品市场、发展资
金、民防工程、给排水和燃气管
道、电力设施、园区道路、民工用
餐、安全生产等十多个大类共近
百个问题。虽然其中不少是共性
的情况，但也有面临一些新问题
和潜在的苗子问题，亟须引起各
方的重视。

漕泾镇将新年第一季度“大
走访大排查”，列为“稳字当头，稳
中促进”新年开好局“第一棒”，并

和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
风建设紧密结合，促进真正沉下
身子，真心诚意听取意见和建议、
认认真真排查问题隐患，实实在
在打好“稳中促进”第一个战役。
为此镇党委、政府下决心精简或
合并各类会议，跳出事务圏子，以
充沛精力和充足时间投入到访查
中去。

漕泾镇精心设计访查方案，
制定访查的方法和“规矩”：其中

“冲着问题走，奔着实效去”便是
一条硬“规矩”，要求下去不是你
好他好“打哈哈”，而是摸准问题
实质，不搞形式主义，每周四下班
前上交一周访查的“作业”即两张
表，一张是《大走访情况统计表》，
走访了哪些企业，发现了哪些问
题，处理结果如何。另一张是《大

排查情况统计表》，反映本周查排
次数，发现了哪些问题，整改和处
置预案，哪些问题需要上报整
改。书记和镇长便是批阅作业的

“教师”，来不得敷衍了事。
随着访查活动深入展开，“四

张清单”成了一项有力制度监
督。根据访查情况及时梳理形成
问题隐患清单；明确解决问题或
落实整改的责任部门、责任人，限
期提出具有针对性、操作性的方
案和措施，形成责任清单；落实督
办制度，将问题解决和整改落实
情况纳入相关责任部门单位考
核，形成考核清单；及时总结走访
排查特别是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
形成的好做法、好经验，优化完善
各项政策制度，梳理制度清单，巩
固访查成果。

【图文报道】

日前，自强金山工作站在亭林

镇禁毒办大力支持下，开展“禁毒志

愿组织孵化项目”活动，组织日铭电

脑配件（上海）有限公司的易制毒化

学品企业志愿者们举办一场禁毒知

识竞赛和禁毒志愿组织孵化项目主

题班会。本次竞赛分为三个小组，

参赛人员为日铭电脑配件（上海）有

限公司的易制毒化学品企业禁毒志

愿者们，竞赛内容包括了我国禁毒

工作方针政策、禁毒法律法规、禁毒

历史、禁毒知识、禁毒危害、防毒技

巧等，此次竞赛活动时间长、范围

广，是有效提升企业禁毒志愿者禁

毒知识水平的一大方式方法。社工

安排企业志愿者们拍了一张集体

照，大家纷纷表示，自己以后要向身

边的家人和朋友进行宣传，动员大

家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金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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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有一种力量叫悔改】

嘉定新成路街道开展平安关爱活动

“点亮微心愿”为服务对象送去温暖

我的减肥之路
□周晓鸣

一个保温杯、一个干货礼盒、一套茶杯、
一封同伴的励志贺卡……一个个“微心愿”，
承载着服务对象们对美好生活的小小期待。
近日，自强嘉定工作站新成路街道禁毒社工
开展了“点亮微心愿”平安关爱活动，使服务
对象们倍感温暖。

活动前，禁毒社工针对社会面服务对象
的工作、生活、家庭和经济状况进行了详细梳
理，确定人员范围，并且一一上门征集“心
愿”：小兵需要一个保温杯让忙碌的母亲歇一
歇喝口茶；小杰需要同伴的寄语贺卡激励自
己勇往直前；老张需要一个干货礼盒为家人
们烧一桌美味的年夜饭；阿翔需要一套茶杯

和朋友一起品茶联络感情……
禁毒社工整合相关资源，争取资金精心

挑选相应的礼物，同伴志愿者知道这一活动
后积极认领励志贺卡。

同伴志愿者小华在为同伴小杰写贺卡时
说，他和小杰结识于一次同伴访谈，当时小杰
刚从外区转来，对周围的环境很陌生，由此产
生无助，彷徨和不自信，小华现身说法，讲述
自己和小杰相似的过去，不断地鼓励小杰勇
敢地迈出第一步，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

同伴志愿者老李在为同伴小兵送上保温杯
时，禁不住地感慨道：家人的力量是巨大的，我
们见证了小兵从懵懂少年成功蜕变成有担当、

有责任心的青年的时刻，这和他自身的努力、家
人的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希望小兵保持下
去，成为父母的依靠，妻子和儿子的骄傲。

服务对象们收到这一份份“心愿”时非常
开心，有的将礼物转送给家人，说着感谢的
话；有的看着励志话语热泪盈眶；有的握着社
工的手感激不尽……大家纷纷表示，没想到
他们的这些小心愿能得到大家的关注，感谢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社工和志愿者们的一路
相伴，今后他们要努力工作，热爱生活，不负
期待，将感恩之情化为实际行动，回报每一位
给予过他们帮助的人。
（自强嘉定工作站新城路街道社工点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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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快报】

奉贤区奉城镇开展
新精神活性物质大检查

近日，奉贤区奉城镇禁毒办联
合辖区派出所、安监等部门对奉城
镇危化企业开展涉毒物质专项检
查。行动中，检查组深入辖区内多
家危化企业重点区域，对相关企业
生产经营情况、从业人员管理、设备
使用等方面全面摸底，认真梳理排
查新精神活性物质和兴奋剂的高风
险人员，摸排甄别涉嫌吸食滥用新
精神活性物质和兴奋剂的重点人
群，不断强化对涉毒重点人员的动
态管控并建立台账管理。通过此次
检查，进一步提高了相关单位对新
精神活性物质和兴奋剂的安全意识
和管理意识，强化了管理人员的责
任意识，确保不发生此类物品非法
流入。 奉综

闵行莘庄工业区开展
禁毒安全检查工作

莘庄工业区禁毒办协同金都派
出所对辖区大金空调（上海）有限公
司、上海信宜天平药业有限公司两
家企业开展易制毒化学品及精麻药
品安全检查工作。检查中，民警实
地查看了各企业易制毒化学品及精
麻药品的储存情况、安全防范措施，
仔细检查了易制毒化学品及精麻药
品出入登记、使用明细台账及购买
使用备案情况。结合检查情况，民
警要求:一是各企业相关负责人要
切实提高易制毒化学品及精麻药品
的安全管理意识，加强易制毒化学
品管理条例的学习，严防易制毒化
学品及精麻药品流入非法渠道;二
是要严格落实易制毒化学品及精麻
药品出入库造册登记管理制度，加
固防盗门窗，确保易制毒化学品绝
对安全。 闵综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食
物从供不应求到丰富甚至过剩，造成十人当
中至少有七八个多多少少想减肥的。走在
路上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人们在说：“冬天已
经过去，夏天马上就要来临，又到了露肉的
季节，你准备好了吗？”

小丽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因为使用激
素的原因使得原本就有些胖的她越来越
胖。小丽回忆道：“在校园时代，走在路上听
到最多的嘲笑就是死胖子，因为肥胖，大家
都会嫌弃地远离我，然后在背后嘲笑我，从
那时候开始我就默默在心里埋下了减肥的
种子，我一定要瘦！”社工点了点头表示理
解，小丽继续说道：“那时候在电视上经常听
到说‘瘦了真的会好看，减肥成功相当于一
次整容’，所以我每天在家里研究该如何减
肥。刚开始，我尝试了节食，晚上就吃一个
苹果，可是到了半夜总是会饿醒，如此反复
了几天虽然瘦了几斤，但是想吃东西的欲望
越来越强，于是只能放弃。然后又看到减肥
茶的广告宣传，自己马上就去买来尝试，可
是那个东西只能帮助自己的肠胃蠕动，一开
始一天一包，后来要一天几包，刚开始的效
果很好，到了后来就效果甚微，对于像自己

这么胖的人来说掉个 3斤肉真的一点变化
都没有，于是我又放弃了。后来的我尝试健
身减肥，可是刚坚持了一天，腿酸腰酸各种
酸痛让我又一次放弃了。再后来，我又陆陆
续续尝试了很多方法，可是效果都不理想。”

社工拍了拍小丽的肩膀说：“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减肥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小丽点了点头说道：“减肥真的太难了，有一
次听朋友们说起有一个好办法可以简单变
瘦，于是自己就傻傻的和他们一起去了，第
一次的时候心里有点害怕，但是想到会瘦，
可以摆脱胖子的称号，我的勇气就又来了，
谁知道这个方法竟然是毒品呢？”

“吸毒的时候自己处在很兴奋的状态
下，可以不吃不喝，吸毒后自己的精神很萎
靡，吃饭也吃的很少，经过一段时间，自己真
的瘦了，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衣服尺码我竟
然能穿上了，脸上的肉在一点点变少，我的
父母看到也夸我减肥有效果。”小丽说，“我
感觉自己看到了阶段性的胜利，于是我就沉
迷于毒品，觉得那就是我的救命药。”社工叹
了口气说道：“网上很多人打着减肥药的旗
号来吸引人吸毒，就是利用了你们想要瘦的
心情，毒品能瘦这是一种很荒谬的说法。”小

丽点了点头表示：“对的，我当时也是想着只
要变瘦，只要能摆脱胖子的称号，管他是什
么办法呢。”社工询问其吸毒的钱都是父母
给的吗？小丽说道：“是的，父母也知道我因
为胖导致的自卑，我就是利用他们对我的爱
向他们索要钱财，我知道吸毒不好，但是它
的确让我瘦了，所以沉迷于其中。后来我被
抓了，由于是第一次社区戒毒，我完全没有
意识到毒品的危害性。刚开始父母对我的
管教很严格，但是不能吸毒导致我的脾气超
级暴躁，动不动就生气，摔东西，在一个晚上
我离家出走了，当父母再次见到我的时候，
是在上海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小丽拿起
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继续说道：“自从不
碰毒品，说起往事总感觉是很遥远的事情，
两年的戒毒生活也让我有了新的感悟。”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社工和小丽的
妈妈坐在社工办公室，小丽的妈妈回忆道：“女
儿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后来一直吃药，因为
吃了药物所以导致身体越来越胖，我和她爸
爸都很后悔，小时候没有好好照顾她，所以长
大后她想减肥我们在精神和财力上都是很支
持她的，我们知道女孩子总是爱美的，所以她
每天想着各种方法减肥我们并不反对。没想

到她会走上吸毒的路，如果早点知道我们宁
愿她一直胖胖的也不会让她去碰毒品。”社工
表示：“现在她也意识到自己的错，对于我们平
时的帮教工作也特别配合，我们平时要多多
给予她鼓励，争取三年成功戒断。”

一个月后，在卫生院社工见到了小丽，
小丽说道：“在女所的时候，每天养成了规律
的生活习惯，现在延续到了平时的生活中，
每天早睡早起，外加锻炼，体型虽然比以前
胖，但是整个人的精气神很好，我妈妈也一
直夸赞，现在的我才是最美的。”社工赞同
道：“现在的你散发出来的气质很吸引人，并
不是只有瘦才是最美的，拥有健康向上生活
态度的人才是最美的。”小丽说：“闭上嘴迈
开腿，现在的我就比以前少吃一点，多运动
一点，身体健康的同时也减肥，一举两得，体
重基数没有变但是整个人的肌肉线条都有
了。现在的我虽然还是微胖，但是我很满足
了，也不会再去想着歪门邪道来减肥，对于
变瘦的执念再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傻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当下社会压力的骤
增，疾病的突袭，使我们一次次感到无助和
恐慌，所以我们提倡和鼓励全民健身与养
生。一个个健身广场的建立，健身跑道的铺
设，健身器械的安装，无形中推动着我们，我
们要选择对的减肥方法，运动起来。毒品并
不会让我们变瘦，只会损坏身体，危害生命，
落入无尽的悔恨之中。减肥的路上一定要
擦亮眼睛，慎重而行。

（作者系青浦工作站白鹤社工点社工）

金山亭林镇组织开展企业禁毒志愿者禁毒知识竞赛金山亭林镇组织开展企业禁毒志愿者禁毒知识竞赛
□通讯员 王洪

新年伊始，一座专门用于关
爱孤独症、抑郁症和老年认知障
碍群体的“慧音蓝屋”主题馆在闵
行区文化公园建成，占地270多
平方米的“慧音蓝屋”外观亮丽鲜
艳，内部配置各种书籍、好听的音

乐和丰富多样的活动场所，专门
用于特定人群的活动关爱和辅助
治疗，宣传闵行慈善文化，组织各
类读书辅导。一月份开馆之后，
即成为闵行区文化公园里的一处
地标性建筑。右图为区政协委
员在视察“慧音蓝屋”，听取慈善
文化宣传介绍的情景。

一座关爱孤独症和老年认知障碍群体的一座关爱孤独症和老年认知障碍群体的
““慧音蓝屋慧音蓝屋””主题馆开馆主题馆开馆

金山区老年基金会
开展赠送腊八粥活动

1 月 10 日清晨，上海市老年
基金会金山区代表处会同东林寺
开展了“腊八热粥辞旧岁，万境温
暖迎新年”活动，区老年基金会常
务副会长黎仕忠、东林寺方丈广
德一行为朱泾镇第一敬老院、第
二敬老院及安宁养老院的 240多
名老人送去一份香气袅袅、热气
腾腾的腊八粥。

一碗普普通通的腊八粥让老
人们切实感受到节日的温暖和政
府的关怀，也承载着老年人对新
年的健康祈盼。 通讯员 袁露萍

□通讯员 孙刚

今年1月4日，是张江图书馆
孙桥分馆新馆开馆的好日子。上
午9时许，笔者就来到了孙桥耀泓
生活广场——孙建路480弄98号
的5号楼前，乘电梯登上5楼。电
梯门缓缓拉开，眼前登时一亮，迎
面“张江图书馆孙桥分馆”9个金
色大字，在5盏射灯的映照下熠熠
生辉，分外醒目,听说“孙桥分馆”
四个字是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房雷先生亲笔题字。在这个门厅
的北面，贴墙安放着一排书柜
——“图书漂流驿站”，书柜中近
400册图书有的是图书馆的，有的
是读者赠送的，也有的是读者拿
来相互交换的，这里是图书漂流
的始发站和回归处，它们就是从
这里出发，“漂”进社区和学校，在
众多读者的手中互相传递，缓缓
流转，循环往复，漂流不止。

穿过门厅，进入馆内，工作人
员笑盈盈地站在服务台前，迎候
着陆续来馆的每一位读者，为他
们测试体温，查验预约信息，查看
他们的随身码和行程码，做好读
者信息登记。她们背后雪白的墙
壁上，上下三层木架上面摆放着
近年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颁发的
近20本荣誉证书和奖杯、奖牌，工
作人员笑称这些证书只是一部
分。其中，在2021年全国“书香社
区”发现活动中获颁的证书和牌
匾格外引人注目。服务台南侧，
从西到东，安放着区域单位赠书
专柜、盲文专柜和张江达人汇集
专柜，分别彰显着大张江鲜明的
科创特色、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可
喜的文化建设成果。拐角处的一
个玻璃箱体内，陈列着一组展现
马家浜河道整治成果的根雕作
品，分外吸人眼球——碧水清波，
游鱼如织；岸上繁花茂草，灰鹤流

连。这是本镇江春居委年逾八旬
的社区居民赵德明专门为这个新
馆开馆创作的根雕作品。

再往前走，就进入了开阔的
成人阅览空间。这里又细分为成
人阅读区、公共电子阅读区、阶梯
阅读区、友好阅读区和阅读书库
区等多个开放而且相通的功能区
域。北面的阅读书库区，8排长长
的书架，并肩而立，两万多册图
书，按大类分架摆放，显得满满登
登，整整齐齐。成人阅读区中间，
安放着一列齐胸高的书柜，这里
分门别类整齐摆放着杂志和报
纸，书柜两侧的一张张阅览桌前，
已经坐下了十多位早来的老年读
者，他们正在专注地阅读着书
报。位于东北角的公共电子阅读
区内，有几位年轻人坐在电脑桌
前，正兴致勃勃地浏览着网页。
位于西南面的阶梯阅读区，直抵
南北两面墙壁，背靠西墙，装置着

上下4级高而又宽的木质阶梯，上
面疏疏落落地放着带靠背的椅子
和厚厚的绒面海绵坐垫。墙中央
悬挂着书法家房雷先生赠送的

“读书养志”的横幅，笔力遒劲浑
厚，名言警策励志，令人颔首叹
服。我在最高一级台阶上小坐片
刻，俯视下方，隔窗远眺，顿觉胸
次豁朗，很自然地联想起高尔基
的“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名
言，并由此而领悟到了主事者如
此设置的深意。

拉开成人阅读区南面的玻璃
门，走进洒满阳光的“浩妈悦读书
房”，暖意融融，扑面而来。东西
向长长的室内，中间是一列低矮
的带沙发软座的S形书柜，幼儿选
取图书，触手可及。西侧是铺着
塑料拼图垫子的亲子互动吧，一
位年轻的妈妈和她的女儿席地而
坐，正津津有味地看着绘本，母女
俩时不时喁喁低语，兴味盎然。
东面则是亲子阅览区，彩色的塑
料桌椅一尘不染，正静待人来。

“浩妈悦读书房”充满了浓浓的爱
意和活泼的童趣，里面的许多可
爱的玩偶都是读者赠送的，这里

一定会让小读者们流连忘返，舍
不得离开。

我转回到读者服务区，同几
位借阅图书的读者轻声交谈了一
会儿，这几位都是图书馆的常
客。他们说，图书馆搬迁到这里
来，离周边多个居民区更近了一
些。在新馆筹备开馆的这些日子
里，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来看过
几次了，终于盼来正式开馆的这
一天，所以一大早就来“报到”了。

开馆第一天，工作人员为前
十位幸运读者送上了“书香张江”
环保书袋，为第一位小读者送上
了毛绒玩偶。馆内和文化长廊
里，到处可以看到一幅幅精美的
书画作品和图书小管家们赠送给
图书馆的手工绘画作品，工作人
员用心用情用力布置、装点好的
这一处温馨雅致的读书场所，一
定会成为越来越多的居民钟爱的
精神家园，通过继续深入开展各
种充满着创意的阅读推广活动，
一定会让整个孙桥社区的书香更
加馥郁，更加沁人心脾，从而为大
张江的文化建设添上更加浓墨重
彩的一笔。

新年新馆开新年新馆开 书香拂面来书香拂面来
————张江图书馆孙桥分馆新馆开馆掠影张江图书馆孙桥分馆新馆开馆掠影

江春新闻坊举办
迎春茶话会

1 月 10 日，浦东新区张江镇
江春新闻坊在被授予全国 2021
年“书香社区”荣誉称号的张江镇
图书馆分馆——孙桥图书馆举办
参观、学习、年度小结等内容的迎
春茶话会。

《今日张江》的两位编辑老师
莅临指导，倍增活动氛围。大家
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乔迁不久的孙
桥图书馆的设施布局，聆听了孙
桥图书馆馆长郑丽老师的介绍：
孙桥图书馆在创建书香社区的实
践中，秉承“智慧”“科创”“活力”
的办馆原则，致力于擦亮科创底
色，厚植本土文化，充分发掘社区
资源，倾力打造“书香社区”；馆址
随孙桥社区管理中心整体迁入新
址后的设施变化；借张江科创城
优势，将继续深化现有活动品牌，
积极挖掘本土文化资源，让书香
更浓，服务更优。

新闻坊负责人洪金龙老师回
顾总结了 2021年新闻坊的工作，
在防控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新闻
坊成员勠力同心，勤奋笔耕，用心
用情用力，讴歌新时代，弘扬正能
量，不改初心，不负使命，2021年
有 214 篇稿件刊登于各类报刊，
12人次在征文活动中获奖，又出
书1本。 通讯员 杨宝祥 孙涂图

□通讯员 徐志萍

为了不断提升商会活动内
涵，增加“益企直通车”品牌建设
影响力，日前，菊园新区商会与
掬水见月书友公益社携手，在菊
园企业文化交流中心举办“只是
最美好的日常”冬季书友会，邀
请嘉宾郑静（作家）做客活动室
交流分享生活中的温暖与美好，
来自会员企业和各行业读书爱
好者40余人参加活动。

郑静是家居设计专栏专家，
策展人，出版过《中国风尚》《新

中式艺术》《ART DECO 在上
海》等多部作品。分享会上，郑
老师以自己的著作《岁时历 日
日是好日》与书友们分享了自己
在日常生活中的厨艺、插花和二
十四节气习俗与美食等小故事。

以书会友，以友促商，以商
聚友。商会每季一会的书友分
享活动，向阅读爱好者传递学习
的乐趣，传播阅读的喜悦，让大家
感受浓浓书香的同时，为书友们
搭建学习交流平台，更为提升商
会“益企直通车”品牌建设知晓
率、影响率发挥推波助澜作用。

商会以书会友商会以书会友 感受美好生活感受美好生活
————菊园新区商会举办冬季阅读分享会菊园新区商会举办冬季阅读分享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