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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头条】

变废为宝快乐生活，安心宅家“解锁”新技能
【社区·随笔】

□记者 贾佳
自上海疫情暴发以来，幼儿园小朋友的
居家生活持续至今，怎么让孩子“居家”生活
变得丰富有意义，安心“宅家”，还能不断在
“解锁”新技能。不少幼儿园、家长为此动足
了脑筋。在松江，由该区垃圾分类推进办公
室发起，区生活垃圾分类宣教中心承办的
“公益 1 小时 陪伴与成长”线上接力主题活
动，把宅家的幼儿园小朋友“团结”起来，在
变废为宝的乐趣中收获成长。
“引导小朋友观察生活，善于用身边的
废旧材料制作手工作品，我们选择了录制一
段 1-2 分钟的小视频，通过‘接力’的方式在
线上发布，一方面让垃圾分类和低碳生活理
念在疫情生活中深入，另一方面，也让低龄
儿童在亲子互动中增进交流。”该区生活垃

圾分类宣教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废纸箱变成“小房子”，矿泉水瓶变成了
火箭，易拉罐做成了帆船……参与活动的小
朋友大多 4~5 岁，巧手构思下的创意讲解充
满童趣。记者看到，多数小朋友的绘画、手
工作品呈现出“疫情”主题。有像“如何正确
待口罩”、
“ 怎样正确洗手”
“ 积极战胜病毒”
等科普与手作结合，在视频录制末尾，还加
入“为身边的大白加油”
“ 为抗击疫情助力”
的声音记录，从儿童视角传递出疫情中保持
的乐观积极的情绪和态度，
颇有感染力。
“我们希望幼儿能够在家长的协助下，
以共建方式进行互动，在一起做一些有趣的
事。”该活动的参与和发起单位之一松江区
华亭第二幼儿园中班年级组长徐燕婷表示，
疫情初期，该园就设计了“云上在一起”1+N
系列活动 ，倡导家长和老师定期“云端相
见”，引导关注幼儿日常的“主意”，巧妙转换
成适合居家的互动活动，中班组也将“变废
为宝”公益陪伴活动纳入“云上在一起”系列
活动之一。
“疫情期间，孩子们少了与同伴相
处的集体生活，日常更加需要有质量的陪
伴，
来减少幼儿远离孤独感。
”

秀水居民区“小老人
小老人”
”援手“老老人
老老人”
”
□通讯员 朱扬清
长宁区华阳路街道秀水居民区老年协
会的 20 多位“小老人”，多年来一直坚持
关爱居民区的“老老人”
。这次疫情居民区
封控期间，他们与 100 多位“老老人”结
对，助力“老老人”抗疫。居民区解封以
来，他们“结对”不断，继续关爱着“老
老人”。
4 月初，秀水居民区实行封控以后，一
些独居、孤寡、高龄的“老老人“无法出门买
菜，也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团购，造成缺少食
物，日常生活发生了困难。对此，20 多位
“小老人”
及时伸出援手，
主动与“老老人”
结
对，每人结对 4 至 6 位“老老人”，关心他们，
服务他们。
“小老人”
每天都电话联系结对的“老老
人”，
及时了解他们的健康和生活情况，
听取

诉求，以便更好地向居委会反馈，尽快帮助
“老老人”们解决困难。针对“老老人”的焦
虑恐惧情绪，
“小老人”在电话里好言相劝，
耐心开导，使“老老人”打开心结，呵护他们
心理健康，
提升他们战胜疫情的信心。熊凌
珍是楼组长，结对自己楼组里的 6 名“老老
人”，
之前有两人先后感染新冠，
转运至方舱
医院治疗。熊凌珍每天与两人通电话，
嘘寒
问暖，鼓励两人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积极
接受治疗，
早日病愈。
平时，
“小老人”
尽力援手“老老人”
解决
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陪同防疫人员为行动不
便的“老老人”
登门采样，
手把手教他们完成
抗原检测，
把保供配送的物资送到老人的家
门口，
和居委会干部一起去医院为“老老人”
配药、送药……这些贴心之举深深感动了
“老老人”，
纷纷称赞“小老人”
是自己的贴心
人、好帮手。

该活动自 4 月初发起以来，不仅吸引了
6 家幼儿园参与，还得到了松江区蜗牛宝贝
成长中心、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松江区代表
处、国网上海松江供电公司党支部、东方城
乡报社、上海诚至信律师事务所、幸福老人
村等多家单位支持，先后收集 86 件儿童作
品。该活动发起方之一松江区生活垃圾分
类宣教中心是以垃圾分类教育为主题，面向
公众开放的科普体验馆，倡导“将绿色生活
变为创意时尚”。受疫情影响闭馆后，以往
以线下互动和参观体验为主的科普空间，转
为开展线上科普活动，并开发出线上教学
“课堂”。
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 复工复产以
来，日常生活正在重拾烟火气，我们更应该
继续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接下来，将考虑按
照疫情管理需要，开发更多适合直播、发布
小视频等的科普系列，让生态科普主题线上
活动常态化。比如，正在设计通过深入乡村
开发‘变废为宝 乡村再造’线上课堂，与垃
圾分类、乡村教学等热点结合，让课程更好
玩、更好看，更受用，也让更多小朋友线上走
近乡村，
热爱乡村，
热爱生活。
”

全民健身 快乐运动

走社区
写民生

跑步机、
立式单车、
划船器
……扫一扫器材上的二维码，
还能观看健身教学视频。如今
在不少居民的家门口，由政府
补贴、市场化运营的百姓健身
房广受欢迎，一个创新举措的
背后，是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
蓬勃发展。
健身去哪儿，对于城市居
民曾是一个“老大难”
问题。为
此相关部门想了很多办法，闲
置
“边角地”
变身日常锻炼好去
处，更多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
或低收费开放，
“15 分钟健身
圈”举步可达……如今随着更
多家门口的百姓健身房开张，
快乐运动让居民的幸福感与获
得感大幅提升。
当体育成为一种生活方
式，就会激发出大众更多样化
的健身需求。跑步、骑行的队
伍日益壮大，户外运动方兴未
艾，
“ 社 区 运 动 会 ”备 受 青 睐
……面对群众强烈的健身意
愿，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全
社会参与、
全民共建共享的“大
群体”
格局初步形成。
在“ 硬件 ”不断提升的同 □小王
时，
“ 软件”也是亮点。全国近
300 万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将
科学健身知识和服务送到百姓
身边，很多国民体质监测站点设在体育
场馆内，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项目库更是
汇集了科学健身指导、体育服务配送等
多方面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典型案例，
展示了近年来各地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
务的成功经验和丰硕成果，为各地更好
地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提供了有效实
践经验借鉴。
一个筋骨强健、
意气风发的中国，
正
在阔步向前。

多部门联动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
□记者 王平
今 年 6 月 是 第 21 个 全 国“ 安 全 生 产
月”，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助
力复工复产复市，静安区检察院协同相关
行政机关在辖区内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和法治宣讲。
日前，静安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协同
辖区派出所对一家曾发生消防责任事故的
快递企业进行再次回访。本次回访既是对
发生消防责任事故企业制发《检察建议书》
以来的再次“回头看”，也是贯彻落实最高
检关于强化寄递安全监管的“七号检察建
议”、关于安全生产溯源治理的“八号检察
建议”
的具体举措。
检察官和民警先查看了快递网点的消
防设施维护情况，站点是否存在私拉乱接
电线、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经营场所违规

住宿等情形。对发现的不符合消防规定的
问题，
如个别消防设施被遮挡、废旧电瓶车
未及时处理等，民警要求企业负责人当场
落实整改。
随后，检察官详细询问了自检察建议
第一次“回头看”以来，该企业采取的各项
消防举措，并向该企业负责人详细讲解了
快递行业复工复产的注意事项，重申了最
高检“七号检察建议”
“八号检察建议”
的主
要内容，建议企业进一步夯实寄递安全主
体责任，织密寄递安全防护网；不断增强
“风险即危险”
“隐患即事故”的责任意识，
加大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防患于
未然。检察官建议企业：一要遵守防疫政
策，做好快递网点日常消杀。二要落实快
递行业“三项制度”，保障寄递安全。三要
抓早抓小抓苗头，加强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