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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莉莉 实习
生 刘润豪） 日前，“青汇庄行”乡
村振兴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庄行
镇新叶村举办，以上海青盟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为平台，打通线上线下
销售渠道，助力庄行打通农产品流
通和销售渠道，实现庄行农产品从
田头到千家万户的第一步。

会上，市农业农村委团委、庄
行镇庄原公司与上海青盟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签署三方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庄行镇庄原公司与上海青
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产销合
作框架协议，新叶村村委会与上海
青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农业
示范基地认定协议，

“我们想做到的不仅仅是买卖
的双方关系，而是通过机制促长
远，让更多人享受到农业资源，让
农民更有获得感与满足感。”驻村
指导员工作组组长陈俊说道，通过

青盟这一专业平台，不仅实现产销
对接，更是将市农委的理念贯彻其
中，通过推广达成实践。

“庄行和青盟的合作，为庄行
的优质农产品增加一个推广和销
售渠道，‘种得好’不如‘卖得好’，
再由‘卖得好’助推‘种得好’。”
市农业农村委团委书记翟欣说
道，通过此次合作签约，市场端
的信息传递回生产端，能够对生
产端的优化升级起到指导作用，
从而提高青年参与度，努力提高
乡村振兴战略的社会知晓度。庄
行镇副镇长蒋国强将此次签约视
作庄行镇农产品转型升级的一次
契机，“之前庄行的农民苦于没有
资金，苦于没有销售渠道，苦于
没有年轻人，而现在庄行可以讲
出自己的农业故事，将农产品走出
奉贤，这样才能做到农民有期盼，
社会有关心。”

本报讯 （记者 吴口天 通讯
员 王傲霜 杨 虹）日前，南桥镇沈
陆村康复服务站正式启用，给有需
求的村民提供康复锻炼的机会，帮
助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和社会适
应能力。

每天早上，沈陆村有需要的村
民们都会赶早到这个新建的服务站
里“兜”上一圈。除了五花八门的康
复器材，还有一名专业的康复治疗
师对村民们的伤残状况进行问询及
检查，再根据每位村民的自身情况，
指导患者及家属正确使用适合的康
复器材。此外，治疗师还将每月一
次，为村民们重新评估调整训练计
划。村民王阿姨对村里这个康复点
非常满意，“又近又方便，还是免费
的，还有专门的医生给我们村民进
行体检、针对性的康复训练。”

据了解，沈陆村康复服务站是
南桥镇第二个康复服务站，第一个
为六墩村康复服务站。目前，南桥
镇现有肢体残疾人 996 人，其中沈
陆村 107 人，为他们打通康复服务

“最后一公里”至关重要。“阳光康复
服务站主要面向的人群就是有康复
需求的，比如说是中风、偏瘫、截瘫
以及骨折之后的村居民。”南桥镇残
联副理事长刘吴霞介绍，“康复站配
备了将近20件康复器材，还有专业
的康复治疗师等，为康复对象进行
康复训练评估和康复训练服务。”

此外，南桥镇残联自去年成立
的益阳公益服务联盟、“益阳·同行”
家长志愿服务团队，针对解决助残
服务“短板”问题，扩大公共服务的
受益面、覆盖度，使残疾人得到更专
业化、个性化、精准化的服务。

□记者 傅潇瑶 通讯员 杨晓东

目前，海湾镇达到“无违建先进
街镇”创建初审验收标准，进入市
2019年第一批无违建创建先进街镇
推荐公示名单。2018年以来，海湾成
功拆除违法建筑2806处、涉及面积
1055761.06平方米。

每块“硬骨头”都有“突击队”
五四中港居民区居民天井违法

搭建是历史遗留问题，既成事实时
间长、涉及面广、拆违压力大。海湾
镇依托新时代基层党建“火车头工
程”，成立火线突击队，由潘益飞等
多名群众工作经验丰富的基层支部
书记挂帅工作组，组成一线临时党
支部，首当其冲地奋战到拆违一线。

中港翠亭路整治第一天，有位
80多高龄的居民仍有顾虑，不愿配
合。工作组组长顾红拉着老人的手，
耐心听她絮叨，老人的困难、修复的
方案，早在前几次上门时已经反复
倾听和解释，但顾红始终耐心听着、
讲着，一坐就是 1 个多钟头。最终，
老人同意拆违。顾红说：“群众不理

解是正常的，但我们不能犹豫退缩，
让老百姓知道拆违是为了更好地建
设家园，大家会慢慢理解的。”

“我是党员我先行”
拆违前期，老百姓都处于观望

和等待中，都不愿做第一家，也不做
最后一家，从众心理很强。星火第一
居民区党总支、一兴居民区党总支、
明城居民区党支部纷纷发起“我是
党员我先行”党员带头拆违活动。

明城居民老沈已70多岁，家庭
条件不好，房屋面积也小，天井搭成
的小置物间为他们解决了很多实际
问题，但他还是主动拆掉了自家的
搭建。原一兴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陈
华“带伤上阵”，在骨折恢复期间拄
着拐杖，依然坚守在拆违第一线，不
论严寒酷暑从不退缩，还做通老母
亲的思想工作，拆除天井搭建。“党
员带头”故事不断涌现，带动居民群
众自觉配合拆违工作。

目前，一场场以“坚持党建引
领，落实重点工作”为主题的主题党
日活动，仍在海湾拆违现场如火如
荼地展开着。

□记者 吴口天

伴随 7 月蝉鸣，中小幼学生的
暑期正式开始了，而一些学生依然
沉浸在“上课”中。有偿补课虽明令
禁止，但似乎学生、家长、老师仍逃
不开种种“诱惑”，尤其是面临中高
考的学生们，依旧有老师补课游走
在“灰色地带”，殊不知孩子们的暑
期生活真的快乐吗？

愿不愿意补课是一回事，补课
有没有用又是一回事。很显然，补
不补课，家长“难逃其咎”。不少家
长认为，补课有用的。通过课外的
补课，长期以往，成绩确有提升。“这
是补课的初衷。”当然，除了有些学
生自己“需要”，也有老师旁敲侧击
暗示家长来补习。更有学生家长之
间相互比较，“谁都不想自己的孩子
输在起跑线上。”当别的孩子在补课
时，自己的孩子绝对不能落后。最

后，补课变成了家长的“需要”。那
么，如果没有补课的同学是否会出
现漏学的问题？记者了解，有某学
校初三学子，平时成绩一向优异，对
补课并不感冒，直到一次考试中，由
于最后一题较难，他无法解答，只能
拿了90分。后在题目讲解时，老师
提到了最后一题是补课讲过的题
目，补过课的学生几乎都答了出
来。该学生及家长对此很不平。

除了补成绩以外，记者观察到，
补课现象也被纳入变相扰民。早晨
不到 9 点，小区楼梯间就能听到上
上下下一批又一批学生，嬉戏声和
说话声此起彼伏。明显受到干扰的
周围户主则是“苦不堪言”。

学生究竟喜爱补课吗？也并不
全然。记者采访过几位中小学生，
给出的答案均为：对补课无感，甚至
反感。那么，这又不得不引起记者
的疑问，现在老师们在暑期究竟热

衷于什么？不少老师透露，带孩子、
照顾家人、更多的是旅行，放松自
己，或者是充实自己，去报学习班。
提及补课，老师们显然对此非常忌
讳，“规定不能补课。”

对于补课，教育局有相关明文
规定，明令禁止在职教师从事有偿
补课。其中涉及“五不准”内容中，
就包括不准实施有偿补课（包括对
学生的有偿托管）。暑假已过去一
半，记者看来，学生应该在假期做些
更有意义的事，填充自己的假期，而
非被补课捆绑。暑假补课不仅剥夺
孩子休息权，更会让孩子产生厌学
情绪。假期里，如果家庭条件允许，
还可以带孩子出去旅游，开阔视野。

今年，庄行镇马路村为老兵们做了三件实事：成立退役军人联谊会、
退役军人服务站和建立“不忘初心”主题教育馆，激发回家乡退役不褪色
再立新功。图为抗日英雄丁锡三的儿子倪正，正在讲述他的父辈上战场
英勇杀敌的动人故事，希望青年一代要心系国防、居安思危，为建设和保
卫我们伟大的祖国贡献力量。 （王菊萍/摄 王 英/文）

本报讯（记者 潘丹云） 如何
让窗口经办服务更贴心、更完善？
日前，海湾旅游区开展“窗口体验
日”活动，党政领导与办事群众一
起，在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窗口，
体验群众办理社区事务全过程。

“我的医保就诊本用完了，到
哪里申领？”“我还想办一张新的社
保卡，可以当场拿到吗？”……在中
心大厅自助服务区,海湾旅游区党
工委书记李秋弟以市民身份现场
取号，换位“办事群众”，体验办事
流程。在工作人员的辅助下，李秋
弟进行了就医记录册补领、查询社
保账户信息等自助服务项目。在
咨询办理业务的过程中，李秋弟仔
细询问海湾旅游区社区事务受理
服务中心运行情况，同时，征求了
办事群众意见，了解经办工作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并一一记录。前来
办事的群众对这个“书记”换位体
验的方式表示了赞赏。

在办事大厅的另一边，管委会
主任姚红换上工作服，当起了工作
人员。接待市民前，姚红与工作人
员进行具体业务交流，了解操作流
程，详细询问相关办理等事项所需

提交的材料，全面了解窗口业务办
理情况和工作流程等。

“您好，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
业务？”当天，姚红接待的是一位退
休老人。“我想请问，我办的敬老卡
津贴什么时候才会打到我的卡
上。”“稍等，为您查询一下。”在中
心工作人员协助下，姚红为办事群
众说明了敬老卡业务相关内容，并
对提问一一解答。随后，姚红向工
作人员详细询问了窗口职责、工作
程序，仔细查看上墙制度和接待工
作记录等。

据介绍，海湾旅游区结合政务
服务“好差评”制度，争创“创造梦之
队”，开展“窗口体验日”。以服务对
象身份，到中心服务窗口从首道程
序开始,全程办一次事，体验窗口办
理业务能力和服务态度。通过实
地视察，了解办事流程、服务态度、
服务环境等情况，听取办事群众意
见建议；以窗口工作人员身份，到
本中心服务窗口担任工作人员，与
服务对象面对面开展业务工作；以
领导干部身份，在窗口坐班，当面
解决企业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

“群众事情无小事，我们要不

断提升服务水平，优化办事流程，
跑出一张令群众满意的成绩单。”
海湾旅游区负责人介绍，服务窗口
是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要以让办
事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为目标，从办
事人的角度换位思考，注重效果导
向，加强业务综合化技能培训，进
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同时，此次活
动从决策者转变成服务者，让“一
把手”坐进窗口为民办事，缩短与
一线员工距离，更拉近与群众距离。

当天，区党代表、村居书记、市
民现场“找茬”。活动共收集意见
建议2条，在近期提审。今年，海湾
旅游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建
立专窗专人负责制度，收集日常服
务对象指出的问题、提出的工作建
议，并跟踪问题解决及建议采纳情
况，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
音。中心还制定窗口效能管理实
施方案，在全体窗口一线人员中树
立“小窗口，大责任”的服务意识。

“一把手”坐班窗口服务群众
海湾旅游区党政领导实地体验社区事务办理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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