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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图索骥 畅游美育海湾

“您好 ，我们 3 条线
路公交车厢今天起不再
配备垃圾桶，建议您将食
品垃圾袋提前丢进分类
垃 圾 桶 里 。”4 月 2 日 一
早，身穿绿马甲的志愿者
和睦邻里为重点。人们可以在综合
“传递爱心、快乐你我”
的善行义举。 们，在南桥汽车站、四团
停车场，设摊宣传、发放
为老服务中心“一图看懂”
全镇为老
据了解，
海湾镇每年都会在“3·
宣传册、垃圾分类指导、
服务的机构、网点和队伍；在“心语
5”和“12·5”两个纪念日举办志愿服
上车劝导，为乘客普及垃
坊”
和“百姓坊”
欣赏文艺汇演、参加
务主题活动，评选表彰一批优秀志
圾分类常识，建议乘客随
老年人生日会；在星天地市民修身
愿者，推动志愿服务事业再上新台
身携带塑料袋，下车随身
馆展示文明家风；
在生活驿站和“全
阶。
“今年我们重点围绕垃圾分类和
带走垃圾。这是上海奉贤
岗通”
办理各类便民业务。
生态环保开展，
目前已经组建了‘绿
退休居民刘杏珍最难忘的，还
色 5+1’
‘小黄狗’等志愿服务团队， 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开展的车厢“无饮食无垃
是海湾镇孝贤文化节，尤其是其核
在各小区开展活动。
”
海湾镇社区志
圾”宣传行动，旨在倡导
心品牌——金婚庆典。
“ 结婚满 50
愿服务中心负责人周伟介绍道，
“我
车厢内“无饮食无垃圾”，
年的夫妻都来参加，我们还拍了婚
们还准备在‘12·5’期间举办一场趣
打造舒适的乘车环境。
纱照，
领了金婚证书！”
味定向赛，作为志愿积分换服务的
“‘无饮食无垃圾’，
“我们每天都会安排做操、下
一项举措，希望能吸引更多市民投
不仅是我们公交人的工
棋、看电影、养生讲座等各种活动， 身志愿服务。
”
作要求，也是乘客们对良
让老人们锻炼身体、获取知识。”海
据了解，
在设定修身点位、线路
好乘车环境的要求。”奉
湾镇敬老院院长王惠华介绍道，
“我
的基础上，海湾镇还推出“海天一
贤巴士公交公司行政事
们还有很多共建单位，比如五四医
色、内外双修”
——市民文化嘉年华
务部负责人尹丽萍告诉
院定期给我们开展医疗卫生培训， 系列活动。广大市民只需根据个人
记者，有些乘客喜欢在车
有特殊需求的时候也会第一时间赶
喜好“按图索骥”，便可参与丰富多
厢内吃东西，随手就将包
到；滨海古园等企业逢年过节都会
彩的活动。此外，还有 35 公里徒步
来慰问；老年协会还会定期配送文
毅行、志愿美育定向赛等大型活动， 装袋、剩余食品等随手扔
在车内地板上，影响了整
艺演出。老人们每天都开开心心、
帮助市民深度体验各条修身路线的
个车厢环境；
还有的乘客
健健康康的！”
文化特色。未来，海湾镇还计划推
随身携带的食物弄脏了
出“美育护照”，市民可凭参与活动
志愿奉献 携手逐梦
公交车的座位，致使他人
的“打卡记录”，兑换相应的服务或
无法入座。公交车的空间
“志愿逐梦”路线以投身公益、
礼品，
在“美的熏陶、德的浸润”
中收
封闭狭小，空调车内空气
乐于奉献为引领，市民可以在社区
获健康、知识、快乐和成长。
流通不畅，食物的气味易
志愿服务中心纵览全镇志愿服务从
弥漫在车内，刺激其他乘
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在志
客的嗅觉，
引起不适。
愿者广场领略“奉献、友爱、互助、进
“‘无饮食无垃圾’也是对乘车
步”
的志愿风采；
在爱绿护绿志愿基
安全和驾驶安全的考虑。”乘客在站
地投身环境保护、共筑“水天一色”；
立时吃东西，手有时无法抓住把手
在海湾镇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感受
等支撑身体，很容易在起步停车时
失去重心而摔倒。有些人吃的东西
含有尖锐包装，
例如竹签等，
一不小
心就有可能戳到别人或自己。
另外，
一些线路行车时间长，到站后司机
师傅稍作休息就要开车折返，如果
车上垃圾很多就需要及时清扫，势
必会占用宝贵的休息时间，为行车
境的精神上，开展相关培训显得尤
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
安全带来不必要的隐患。
为重要。
”
区行政服务中心效能监管
“今年我委将聚焦本区建设工
此 次 行 动 ，将 奉 浦 快 线
科科长宋春华表示。
程项目施工许可和竣工验收的提速
（BRT）、莘南高速线、南团快线 3 条
此次培训邀请了市委党校专家
增效，继续坚持刀刃向内、自我革
公交线路作为先行试点，师傅们连
授课，
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
详细阐
命，做细做精做好建设工程项目的
夜加班，为 91 辆车拆除垃圾桶，张
述了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事前事中事后服务，
创新推出‘帮办
贴宣传标语。奉贤巴士公交公司董
的前沿理论、目标思路和推进方法， 员’
工作制度，
做到建设项目一对一
事长、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顾福中表
为奉贤区争创一流营商环境提出了
全程帮办服务，开展“争当‘金牌店
示，
“ 上海已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
思路、方向和方法。同时，
大家还前
小二’
、创造‘梦之队’
优化营商环境
代’，并将于今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实
往徐汇区行政服务中心进行现场教
立功竞赛活动。
”
奉贤区建设管理委
施，由于公交车厢内无法实现垃圾
学。
受理中心主任金华也在两天的培训
分类，在车厢内产生的垃圾会造成
两天培训中，奉贤区发改委许
中收获颇丰。
‘垃圾混装’。
我们提倡的‘无饮食无
可科科长全秀萍就深化“放管服”
改
“两天的培训时间虽然短暂，
但
垃圾’
也正是时代所需。
”
革有了独到见解，
“ 我们要提高认
希望通过课堂上的专业授课和现场
识、提升服务、提升能力。窗口无小
观摩学习，促进新的改革措施在我
事，只有开创新局面，服务至上，争
们窗口一线落地，
今后在服务质量、
创‘金牌店小二’，才能为‘奉贤美、
服务效能上有新的突破，
争做‘金牌
奉贤强’
创造新传奇，
这是时代赋予
店小二’
。
”
宋春华介绍。

海湾镇推出全区首张“人文行走手绘地图”
□记者 傅潇瑶 通讯员 杨晓东
近日，海湾镇将全镇 28 个修身
点位串联成“农垦思忆”
“美育修身”
“孝贤传家”
“志愿逐梦”4 条特色人
文修身路线，并于 3 月中旬推出了
全区首张“人文行走地图”——“美
育修身上海湾”
手绘地图，
让市民行
走“有图可依”，
让美育修身“有趣可
亲”，
让城市文化“有点发力”。

忆苦思甜 农垦溯源
位于海光路 399 号的海湾镇城
市展示馆是农垦文化传承的核心阵
地。这里集中展现了海湾镇围海造
田的农垦历史和老一辈农垦人“艰
苦奋斗、勇于开拓”
的农垦精神。
退休
居民张锡源隔一段时间就会来这里
看看，
“里面还收录了我的作品，
名字
叫《农场老职工的回忆》！”他自豪地
说道，
“这是我根据自己的回忆和家
人、朋友的补充，
用钢笔画出来的。
”
“农垦思忆”路线以展现农垦历
史、传承农垦精神为核心，
市民可以
在农垦博物馆追忆围海造田、战天
斗地的光辉岁月；在知青招待所体
验吃大锅饭、睡上下铺的知青生活；
在城市展示馆了解海湾镇的围垦前
世、发展今生和腾飞未来；
在农垦林
感受苦中作乐、梦回农场的知青情
怀；在半壁山房文创总部园欣赏老
旧厂房焕发第二春的文创美丽。此
外，
海湾镇还组建了“小海星”
和“常

青树”
两支宣讲队，
通过基层阵地和
网络平台开展“我与农场”
主题宣传
活动，
深入推进农垦文化发展。

耳闻目染 美育修身
“美育修身”路线以发现美、感
受美、传播美为主线。在这条路线
上，游人可以畅游都市菜园的奇树
异果和海湾国家森林公园的千亩梅
园，投身星火学校绿润农庄的“开
荒、播种、收获”，体验松声马术
的速度与激情，享受小木屋房车营
地的星空与晚风，感悟中西三维百
年药企的深厚积淀和食品快检实验
室的科学严谨，徜徉火车头广场城
市书屋的书山墨海和社事中心的琴
棋书画。
“我们在重点打造‘四季花海’。
二月到三月的上海梅花节刚刚结
束，我们正在筹划 4 月中旬的牡丹
文化艺术节。
”
海湾镇经济中心书记
潘益飞说道，
“届时将陆续开展名家
画牡丹、游园赏花、工艺品展、主题
插花等活动，广大市民可以在这里
享受到自然的美景和艺术的魅力！”
据了解，海湾国家森林公园拥有占
地 2000 亩的梅园，曾举办过多个大
型节庆活动，
以及摄影大赛、书画交
流、半程马拉松、文艺演出、徒步等
各类文化活动。

孝亲敬老 贤德传家
“孝贤传家”路线以孝亲敬老、

□记者 傅潇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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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行政服务中心举办窗口负责人培训

争做“金牌店小二”

本 报 讯 （记 者 张 莉 莉 实 习
生 刘润豪） 深化“放管服”
改革、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讲话
精神……4 月 9 日-10 日，奉贤区行
政服务中心举办为期两天的窗口负
责人培训，35 个科室的 50 余人在一

堂堂课程中汲取“优化营商环境”
的
经验。
培训针对区行政服务中心窗口
负责人及部分一线员工，
“ 中心 35
个部门中，有 22 个是为企业服务的
部门，
在贯彻市、区两级优质营商环

两男子组团
“碰瓷”
专挑违章司机下手
本 报 讯 （记 者 邵 毓 琪） 近
日，有两名多次在奉贤“碰瓷”诈
骗的犯罪嫌疑人虚构交通事故假
象，骗取他人钱款，被检察机关
批准逮捕。
1 月，家住南桥的老刘开着车
和爱人一起回家，刚行驶到青村某
公路路口遇到障碍。因自己和爱
人都上班累了一天，急着赶回家，
如果绕路得多走好几公里，他见边
上的非机动车道没有人，就将车开
上了非机动车道，准备穿过这一段
在修的公路。刚开出没几百米，迎
面一名男子骑着一辆红色共享单
车过来。老刘见状，放慢了车速，
准备交汇后再加速，哪知位于左侧

的共享单车骑到自己车辆左前门
时，
突然倒在了老刘的车辆上。
正在此时，附近一个年轻男子
围了上来，看了看现场情况，说老
赵碰到人了，要赔钱的。准备报警
的老刘这时犹豫了，因为自己抄近
路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本身就是
错了，如果报警的话，肯定受到处
罚还要扣分。为息事宁人，老刘花
300 元将此事私了。原以为这事就
这么过去了，谁想，老刘在自己的
微信朋友圈发现，有朋友在同样的
路段也遇到了如此离奇的“车祸”
而赔钱。
接到报警后，奉贤警方立即
展开调查，确定该“被撞”男子

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进行时

和围观男子二人有“碰瓷”嫌疑
后，不久就将此 2 人分别抓获归
案。经进一步调查，与老刘发生
车祸的男子姓胡，围观的男子姓
凤，其 2 人在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 月中旬期间，多次单独或合伙
驾驶电瓶车或自行车，在奉贤、
闵行、浦东新区等地的非机动车
道故意与转弯时的机动车或者违
章开进非机动车道的机动车发生
碰擦后摔倒，造成交通事故假
象，并以受伤需要医治等理由，
向机动车驾驶员索要钱财。目前
已有 10 数起交通事故被警方确认
为是故意制造的事故假象，被骗金
额 1.2 万余元。

以案释法

近日，由海湾镇主办的 2019“ 海湾杯”奉贤区校园足球联盟联赛，
在弘文学校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联赛为五人制，设置 U9、U11、U13、
U15 四个组别，共有 17 个学校组队参赛，并将依次展开角逐。比赛时
间将持续到 12 月。
（弘 文/摄 记者 傅潇瑶/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