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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口天
在奉贤区老年大学，有这样一群特
殊的教师，他们年龄有的与学生相仿，
有的比学生还小，他们有的会说流利的
英语、有的跳起舞来优美轻盈、有的写
得一手好字、有的擅长戏曲……他们各
自有自己的“一技之长”。他们并非是
全职教师，但为了奉贤区的老年教育事
业，这 96 名兼职教师心甘情愿挥洒汗
水，
成为老年人学习生涯中的“伯乐”。
群众有需要，
是热爱也是奉献
在老年大学，虽然绝大部分教师都
已退休，但也有部分教师，有着多重“身
份”，每天忙碌，却仍然心系学生，乐于
奉献。
今年 70 岁的张用诚原来是一名语
文老师，业余爱好书法。50 多年的勤学
苦练让张老师在区内书法界小有名气，
被邀请来到奉贤区老年大学当书法老
师。张老师不是奉贤人，家住在松江叶
榭，每周在奉贤的老年大学有三天的
课，清早 6 点半，他就出门坐公交车去
上课。他的书法出名，难免会有别的学
校和机构邀请他，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在
奉贤上课。
“趁着我自己身体好的时候，
大家需要我，我为什么不教？”张用诚笑
道，
“老年人学起东西来，都非常热心和
认真，所以不能随便教。你得一点点向
他们展示，正确的写法、正确的理论等
等。
”
他甚至向记者
“炫耀”
，
他有不少学生
已经加入了奉贤老年书法协会。
除了老年大学的舞蹈老师身份外，
钱建勤还是文化馆的群文舞蹈老师，南
桥社区舞蹈队的重要成员。平时她除
了在老年大学上课，南桥社区文化中心
也有课，周一、三、五的晚上还要在舞蹈
队排练，甚至准备比赛，一周可以说是
“档期排满”。58 岁的钱连琴说自己也
不年轻了，接下老年大学的舞蹈课，为

图为旗袍秀班的学员们向她们的朱茹萍老师献上最鲜艳的玫瑰和最真
挚的祝福
挚的祝福。
（王菊萍
王菊萍//摄）
的只是老年大学需要像她这样在舞蹈
教学方面比较有经验的老师。
“ 因为课
程是面对老年学生的，老年人过来上
课，放松、学习、交友等，半天的课是很
简单的，但是老师却没这么简单。”钱连
勤道出了在教课中最让她有“压力”的
事，在做事认真的她看来，没有什么“兼
职老师”
，
只有负责的老师。
“只有老师进
步了，
学员才会更愿意好好学下去。
”
“半路出家”，是教学也是学习
如果说张用诚是熟门熟路的教师，
那么与他同岁的钱光辉可真的是“半路
出家”。钱老师退休前是奉贤区文广局
的老领导，如今在老年大学已有快 6 年
的教龄。每周一节经典戏曲赏析课，钱
老师上得有声有色。与普通赏析班不
一样的是，他经常会活跃班级气氛，欣
赏完一段戏曲后，喜欢让学生们学唱一
段。
“当好老师很辛苦。”老钱感慨，别看
他年纪大了，但来这里当老师，却也是
他再学习、再提高的一个过程。虽然原
来工作上对文艺接触较多，本身也对戏

曲非常感兴趣，上起课来看似不费力，
但要真的为学生们挑选好戏曲，分析每
一部戏曲到底好在哪里，却也不是一件
易事，还得自己再钻研。
“既然学生们来
上课了，我就得好好地为他们呈现最佳
的效果。
”
老钱说。
周雅露是一位年轻的“90 后”教师，
在老年大学的兼职老师群体中，是不多
见的。4 年前，只有 21 岁的周雅露在前
一任茶艺老师的引荐下，成为了这里的
一名茶艺老师。4 年来，从起初的质疑，
到现在有了许多忠实的学员，对她来
说，来这里成为一名老师，面对这些几
乎与自己父母同龄的学生，自己也学到
了很多。
“他们学会了茶艺，而我也学会
了和老年人相处，
学会理解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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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潘丹云） 9 月 3 日，奉贤
以“聚焦中小民营企业质量提升”为主题拉开
2019 质量月帷幕，同时，为实现质量提升并形
成合力，奉贤区质量提升商会联盟、服务联盟
先后揭牌成立。
活动现场，区市场监管局和区工商联“服
务中小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合作协议正式
签约，并对金汇镇参与活动的 20 名企业代表
授以“质量月”旗帜。同时，为搭建中小民营
企业沟通学习的新平台，由区市场监管局和
区工商联共同打造的“贤商质量大讲堂”第一
期正式开讲，邀请菲林格尔家居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刘敦银担任首位讲师。新成立的
“奉贤区质量提升商会联盟”第一批成员单位
包括南桥、奉城、金汇镇等，该联盟由区市场
监管局、工商业联合会共同组建，其目的主要
是为了在质量提升行动中起到桥梁纽带的作
用，积极带动更多中小企业学习先进质量管
理理念、运用和推广先进管理模式。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深入推进质量强区
战略，在“奉行品质、贤满天下”的奉贤城市质
量精神引领下，积极营造“视质量为生命”的
氛围，立足实际创造新突破，真抓实干谋求新
发展，加快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从“速度”
向“质量”的战略跨越。2009 年，奉贤在全市
设立了首个“区长质量奖”，以制度创新为突
破口，引导和激励广大企业建立和实施卓越
绩效管理模式，走质量效益型发展之路。到
目前为止，全区已有 7 个组织和 2 名个人获上
海市政府质量奖，17 个组织和 1 名个人获区
长质量奖，2 个产品获“上海品牌”认证，水星
家纺、北欧 E 家、森蜂园等近 10 家本土品牌企
业以“质量大咖”的身份亮相国内市场，助推
打响“上海品牌”。2011 年，奉贤又在全市率先对镇级单位实
施质量工作绩效考核，在总结经验、巩固提升后，又在全市率
先打造质量提升“一镇一品”项目，率先在区委党校设立质量
提升现场教学课程，每年开展以“上海品牌”聚焦“东方美谷”
为主题的奉贤“质量月”
启动及交接仪式。
此次活动立足奉贤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集聚的区域
经济特点，以“聚焦中小民营企业质量提升”为主题，集中展现
近阶段奉贤聚力推动企业实现质量提升、全力打响“四大品
牌”
的行动自觉和强大合力。
据介绍，奉贤将以“质量月”活动为契机，围绕“东方美
谷+未来空间”双引擎驱动战略，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立
足“四个放在”，拥抱“三大机遇”，大力开展质量提升行动，进
一步发挥区、镇两级政府的组织引导作用，商会联盟的协调带
动作用，服务联盟的专业支持作用，新闻媒体的舆论宣传作
用，
着力构建质量社会共治机制。

以优质示范项目为引领
奉贤 2019 年建设工程质量月综合观摩活动顺利举办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晶燕） 9
月 5 日上午，奉贤区 2019 年建设工
程质量月综合观摩活动在集团承建
的金汇 21-02、22-01 地块项目隆重
举行。全区各建设单位、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代表共计 1200 余人参加
观摩会，共同见证奉发集团的精工
建筑品质。
金汇 21-02、22-01 地块项目位
于金汇镇金闸公路西侧、齐尉路南
侧，总建筑面积 43961.47 平方米，是
2018 年奉贤区重大民生保障工程
之一，计划为金汇镇人民提供 285
套动迁安置房。该项目是集团首批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动迁保障房
项目，项目装配率达 40%以上，1#、
2#、4#三层及以上为预制楼梯、预
制叠合板及预制内外剪力墙结构，
3#、5#二层及以上为预制楼梯、预
制叠合板及预制内外剪力墙结构。
活动共设五大展区进行集中展
示，包括装配式建筑、室内实体、智
慧 工 地 、特 色 创 新 工 艺 和 安 全 文
明。其中，项目观摩以装配式建筑
为主，围绕装配整体式剪力墙结构

标准层施工、构件装卸与运输、构
件堆放、构件吊装安装、支撑与防
护、灌浆、钢筋绑扎与浇筑、封堵
打胶和缝隙处理等工艺，通过图
片、视频、工法楼、实体等多种方
式的展示，并通过调查问卷互动的
方式和观摩人员探讨了装配式建筑
防渗漏要点。装配式建筑与传统现
浇混凝土施工工艺相比，在扬尘污
染、施工效率和质量上有着明显的
优势。基于施工实践，集团还摸索
出了一套“构件生产、构件验收、
构件吊装”在内的适合于企业自身
特点和行业发展的装配式建筑施工
总承包管理模式及成套技术体系，
为装配式住宅的科学施工积累了丰
富经验。
此次活动从施工工艺创新、新
型技术应用、智慧工地探索等方面
为观摩人员提供了新的管理思路及
安全文明施工理念。集团将以此次
活动为契机，持续以优质示范项目
做引领，
发挥榜样力量，
持续推动工
程品质的提升，传承发扬“品质奉
发”
的匠心信条。

学生做手工送祝福表敬意

9 月 9 日，桃花
源幼儿园大班的孩
子们，用自己亲手
制作的礼物，为老
师送上节日祝福。
孩子们的奇思妙想
和心灵手巧让老师
们备受感动，他们
表示，这是孩子们
的心意，像这样的
礼物融入了真情，
会永久珍藏！
（见 习 记 者 刘 润
豪/摄 记 者 邵 毓
琪/文）

“玲玲”带来暴雨 环卫保障出行
本报讯 （记者 傅潇瑶） 近日，
台风“玲玲”携暴雨来袭，为确保早
高峰期间市民出行安全顺利，区市
容所及时安排群欣、久美及公益 3
家作业公司提早组织人员对易积水
点、下水道口进行落叶及垃圾清理

工作，做到立足防范、落实防御，全
力做好防汛工作。
环卫工人迅速行动，及时到达
各个汛情点，排除积水，恢复路面
清洁。他们冒着大雨，不顾被车辆
溅起的污水，有的将道路下水井眼

庄行镇与普陀区甘泉路街道打通阅读“最后一公里”

让图书“漂流”起来

叶 子 /摄

聚焦中小企业质量提升

——记区老年大学甘于奉献的教师们

奉贤﹃质量月﹄助力质量与服务双领先

乐为人师勤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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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莉莉） 9 月 6
日，奉贤区庄行镇与普陀区甘泉路
街道举办图书漂流签约仪式暨“四
进四送”
项目升级活动，
两地图书馆
负责人共同签订“图书漂流”
共建协
议，甘泉街道图书馆向庄行镇赠送
“漂流”
图书。

作为甘泉路街道图书馆打造的
品牌，
“ 图书漂流活动”是让居民们
在“漂流点”
的书架上看到自己中意
的书，无须借书证，可以随意取阅。
看完后，
可以将书放回原处，
也可放
到其他“漂流点”，继续“放漂”。居
民们有想“放漂”的书，也可以随时

杂物清理干净，确保排水畅通；有
的用扫帚推扫积水；对于工具无法
疏通的，硬是徒手一个个去掏。许
多低洼积水路段的保洁员，更是充
当起排水工，协助市政管网单位一
起排水。
放上书架，
供人取阅。
根据协议，甘泉路街道图书馆
在庄行镇建立第 33 个图书漂流点，
定期向漂流点提供、更换、补充各种
书籍刊物。同时，甘泉路街道图书
馆还将负责庄行镇图书漂流点工作
人员的培训，通过电话、网络、建立
微信群等方式进行业务指导。而庄
行镇图书馆负责提供图书漂流所需
的场所，并指定专人对图书漂流点
进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