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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陆婷婷 通讯员 王 悦

今年以来，按照“1+8+X”建设
模式，海湾镇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
分中心。通过这些建在“家门口”的
志愿服务项目，让群众积极参与其
中，用群众的力量来打造属于他们
自己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建好六大平台 架起社区“连心桥”

作为全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的指导机构，海湾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分中心按照“1+8+X”建设模式，
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新时代文
明实践基地，加强与镇社区志愿服
务中心的协同联动，发挥承上启下
作用，搭建了融汇理论宣教平台、文
教服务平台、关爱服务平台、科学服
务平台、法治服务平台、文明创建平
台等六大志愿服务平台。

为了更好地开展六大志愿服务
平台的工作，各居民区党（总）支部
书记担任起了居民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的站长。通过在家门口组建和
培育居民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支队，加强与居民区学雷锋志愿
服务站的协同联动，开展群众喜闻
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并在在党建
微家、老年活动室等活动场所设立
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将服务做深、做
实，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成为了居民
的贴心人。

此外，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依
托公共服务设施、窗口单位及市民
修身基地、生活驿站、企业文化示范
点，重点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开展个
性化群众性文明实践活动，串点成

线打造具有海湾特色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精品路线。
用好家门口资源 凝心下好“一盘棋”

按照“1+6+8+N”队伍架构，海
湾镇着眼“全覆盖”，密织“实践圈”，
注重在群众家门口提供志愿服务，
发挥自身优势，挖掘资源，分层分类
组建了多个志愿服务队伍多名志愿
者等资源，真正成为百姓家门口的
文明“加油站”。

在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分队后，海湾镇按照分类整合原
则，全镇组建红色海湾志愿服务支
队、人文海湾志愿服务支队、幸福海
湾志愿服务支队、智慧海湾志愿服
务支队、平安海湾志愿服务支队、文
明海湾志愿服务支队等六个项目支
队。这些项目支队围绕志愿服务类
型，梳理整合相关志愿服务资源，拧
成一股绳，齐心协力下好文明实践
这盘棋。比如，利用党群服务中心、
党群服务站、党建微家等红色阵地，
集聚区域共建资源，推进区域化党
建纵深发展；用好用足海湾孝贤文
化、农垦文化、志愿文化等文化资
源,扩大上海旅游节·海湾森林慢生
活节、海湾孝贤文化节、海湾牡丹文
化等文化品牌的影响力和辐射面；
组织各类志愿服务团队及志愿者开
展“家门口”便民服务、“365”关爱空
巢老人、爱心理发等便民暖心志愿
服务项目；整合机关事业单位、社会
组织等专业志愿服务力量，通过现
场咨询、广场活动等方式，提供法律
宣传、科学知识、创业指导、技术咨
询等内容。

做实特色志愿项目 擦亮服务“金招牌”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菜谱

是芹菜肉末饺子。芹菜含有丰富的
蛋白质、膳食纤维，具有健胃、利尿、
降血压等作用，非常适合有心脑血
管病的老年人食用。”在世茂居委的
一户空巢老人家中，由海湾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世茂家医团队成员杨
沪俊担任主厨的“小杨厨房”，为老
人送来了一份健康膳食。作为海湾
镇特色志愿服务项目之一，小杨厨
房志愿服务项目一经推出，就受到
了老年人的欢迎。

在海湾镇文明实践站（点），这
样的特色志愿服务项目还有很多。
为了让百姓感受到家门口的“文明
风”，各站（点）在创出特色和亮点的
同时，开展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活
动，形成叫得响、满意度高的“金招
牌”，真正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活动
中心。比如春风行动志愿服务项目
的“素质提升在行动”、“热忱奉献在
行动”；海音法宣志愿服务项目的普
法宣传、维稳知识传播；红小二科普
宣传服务项目的宣传教育活动；星
青年“双进双助”行动的青年参与楼
道自治；言之有“理”基层理论宣讲
志愿服务项目。这些项目不仅成为
群众百姓分享思想道德、文明礼仪
的集聚地，更是增进感情的好地方
和社区党建的前沿阵地。

□见习记者 陆婷婷

夜深了，海风卷席着海浪一阵
又一阵拍在岸边，而海滩上依旧灯
火通明，人头攒动。

在不远的隔离酒店内，柘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三名医务人员
在登记好最后一个隔离观察人员
信息后，都显得疲惫不堪，瘫在沙
发里不想动弹。

第一天的工作远远没有他们
想象中的简单。隔离酒店中有许
多从国外回来的同胞，也许是因为
长时间旅途奔波或者是陌生的环
境，他们对这种集中隔离点的工作
不理解甚至抵触，面对同胞们这种
急躁的心态，护士沈王双耐心地一
遍遍为他们解释国家政策和潜在
的扩散风险。

天气过于炎热，穿着密不透风
的防护服，她讲话异常困难，一句
话只能半句半句地讲，断断续续讲
了很久很久，她已经耗尽所有的力
气。“当时汗水已经完全浸湿了衣
服，耳边只能听见自己深深大口呼
吸的声音，胸口也觉得奇闷无比，
然后汗水也顺着鼻尖滴到自己的
嘴巴里。”最终，沈王双的耐心成功
化解了同胞心中的焦躁情绪和不
满，他们也很快接受并配合医护人
员开展集中隔离的工作。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来。在隔
离酒店中，有一个孩子患有抑郁症
并且有过敏现象，母亲非常焦急担
心，她拿出了英文病史，要求孩子
和她一起共住。但按照规定来说，
超过 18 岁的孩子就要单独一人一
个房间，面对着急的母亲，隔离小

队只能将英文一点一点翻译出来，
汇报给上级，经过批准终于为他们
争取住到一间房间，孩子的母亲非
常感动不停地感谢，一句句谢谢仿
佛将大家的疲惫都带走了。

窗外的太阳从海面一点点升
起，隔离点的工作日复一日，医生
王为斌每天负责消毒工作，医生吴
雪红建立了微信群细心地和隔离
人员进行沟通，讲解如何做好个人
防护、一个一个房间地敲门、测体
温、询问身体状况、有无不适，逐一
做好统计。

在酒店中的隔离人员有许多
来自台湾的同胞，他们在隔离结束
后，纷纷对王为斌医生、吴雪红医
生、沈王双护士表示感谢，送来鲜
花并写下了一封封让人动容的感
谢信，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医护人员
的高度肯定和赞扬，台湾同胞刘忠
辉更是送来锦旗“医者仁心，大爱
无疆”。“其实这些都是医护人员的
职责所在，无论是在哪片土地上，
我们都是心连心的手足同胞。”王
为斌说道。

“隔离观察期结束的时候，有
些人提出想拥抱一下我们，当时我
心中是特别感动的。”吴雪红坦言
道。当医务人员一起目送隔离观
察人员远去的大巴时，他们的心中
感慨万千，虽然相聚时间不长，但
是这份爱却会一直留在心中，永远
传递下去。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陆婷婷）
日前，在金汇镇南行达苑小区，一
个由原来的凉亭改建而成的“党群
议事亭”正式挂牌成立。

旺苑社区的党支部书姚婕告
诉记者，凉亭本来比较老旧，也没
有顶盖，天气转热，居民感觉很不
方便。上海万杰环境管理有限公
司作为社区的共建单位，在得知这

一情况后，主动出资修葺。修好之
后，大家晚上来这里纳凉闲聊，经
常要8、9点才回家。

记者了解到，此前，公司还帮
助社区完成了文化墙建设、非机动
车坡道改造等工作。而本次党群
议事亭的增设，进一步提高了居民
了解、参与社区工作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帮助社区提升自治水平。

□记者 杨鸿志

上海入梅后阴雨连绵的天气，
愁坏了家住南桥镇育秀东区 25 号
的刘先生。原来，刘先生家的一套
三居室，三个房间中两个有漏水的
现象。刘先生告诉记者，他从去年
8 月份开始多次向物业报修，但是
漏水的情况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
解决。

走进刘先生家的北房间就能
看到，西北角的墙壁上还能看出前
几天大雨时留下的漏水痕迹，用手
一摸，墙皮瞬间就变成粉末状不断
掉落。刘先生告诉记者，北房间的

漏水现象从去年的 10 月份就开始
了，上个月，经过刘先生的多次报
修，物业公司上门对外墙进行了处
理。前几天的一场大雨过后，刘先
生发现北房间还是漏水。

而除了北房间漏水外，靠东
面那个南房间的漏水情况更是困
扰了刘先生多年，平时下雨不漏
水，但是只要遇到台风天，这个
房间的东南角就时不时会出现漏
水的现象。刘先生表示，他曾多
次向物业进行报修，物业上门来
查看过三四次，但是却没有进行
过维修。

记者随后联系到了育秀东区

物业管理方，负责人表示，刘先生
家北房间的漏水问题是由于墙体
布网线时打洞所造成的，这个问题
通过维修肯定会解决。但是，南面
房间的漏水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需要楼上的业主进行配合更换窗
户后才能解决。

记者联系了楼上业主后了解
到，今年过年前后居委、物业的确
和他电话沟通过，但是物业方面也
没有提出过具体的维修方案。

刘先生表示，这两个房间漏水
的情况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日
常生活，希望物业能够尽快指定维
修方案，早日解决漏水问题。

本报讯（记者 邵毓琪） 接到
亲戚QQ信息，让帮忙垫付一笔钱
款，未加怀疑进行转账后才发现自
己被骗。近日，奉贤警方侦破一起
电信诈骗案件，抓获 3 名犯罪嫌疑
人。

今年年初，奉贤公安分局柘林
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胡女士报案
称：在QQ上接到自己“阿姨”发来
信息，称已向其银行卡内打了一笔
钱，让其使用微信支付的方式帮忙
转一下。胡女士并未收到到款短
信，询问“阿姨”，对方解释称可能因
为跨行转账有延迟。胡女士并未多
想，就按“阿姨”的指示将6400元人

民币转了出去。到晚上看到阿姨发
消息称QQ被盗，才发现自己被骗。

通过胡女士提供的线索，近日，
民警远赴海南省临高县将3名犯罪
嫌疑人抓获归案。

目前，3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
法批准逮捕。警方提醒：生活中接
到亲戚或朋友在微信、QQ 上要求
资金往来的，一定要电话或当面进
行确认，切不可随意就将钱款转出，
以免被骗。

本报讯 （通讯员 朱亮亮） 6
月18日，奉贤区中青年知识分子联
谊会海湾镇分会举行第一次会员
大会，审议通过分会章程，选举产
生第一届理事会成员。

知联会海湾镇分会的成立，
为广泛联系和团结党外知识分子

开辟了新渠道，也将为海湾镇进
一步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落
实“同时部署、同时关注、同步
培养、同步提升”的“四同”工
程，充分发挥广大党外知识分子
的智慧和力量，起到积极促进作
用。

家门口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海湾镇特色志愿服务纪实

隔离不隔爱 沪台一家亲
——来自柘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隔离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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