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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乔 欢

记者了解到，近日，在国家步手枪
射击队东京奥运会最终队伍选拔赛中，
奉贤籍运动员姜冉馨获得奥运会参赛
资格。

说到姜冉馨，奉贤市民一定很熟
悉，2000年出生的她是一位奉贤籍射击
运动员。12 岁时，在体育老师和妈妈推
荐下开始接触射击这个项目。在她的刻
苦努力之下，2014年被正式推荐加入上
海二线队，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刻苦训

练，正式转为一线队员，同年又正式进
入国家集训队。

2018年9月，姜冉馨在韩国52届射
击世锦赛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中荣
获冠军。之后，她又在2018 年全国射击
个人、团体锦标赛暨国家射击队国际比
赛选拔赛（手枪项目）获女子25米运动
手枪项目个人第一、团体第一。

2019年9月，姜冉馨应征入伍，在军
事体育训练中心八一射击队服役。2020
年 12 月，因部队机构改革提前退出现
役。由于当时在备战奥运训练无法回来

办理报到手续，由其母亲办理报到落户
手续。而在办理落户期间，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得知姜冉馨原住址在服役期间
碰到政府动迁，导致原来的地址不能办
理落户。当时，姜冉馨正在集训，局安置
服务科与市局移交安置处、区人口办、
柘林镇积极联系对接，帮助姜冉馨顺利
完成落户。

目前，姜冉馨还在国家队封闭式训
练，尽管奥运延期，但是为了心中的梦想，
相信她坚持刻苦训练的步伐不会停，期待
她能为国争光。

奉贤籍退役军人姜冉馨入选国家队

已获东京奥运会射击项目参赛资格

□记者 张莉莉

编者按：作为“2019 年全国足球特
色幼儿园”，奉浦幼儿园近年来全园总动
员，不仅老师考出足球教练证，将足球课
程覆盖全园。而最近，学校还增强家园
活动，组建起一支由爸爸为主的酷霸足
球队，亲子携手融入足球运动。

3月23日一大早，奉浦幼儿园的小
小绿茵场上，爸爸们带领着孩子们，飞奔
在阳光下，颠球、躲闪、飞奔、射门，玩得

不亦乐乎。
“足球很好玩，让我们学到了本领。”

小二班的王峻杰高兴地说。他的父亲也
加入到了“酷霸足球队”队伍，“足球运动
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也能增强孩子
的体魄，培养孩子良好的性格，做阳光儿
童，我们非常支持。”

其实，早在 2019 年，奉浦幼儿园通
过教育部遴选，荣获“全国足球特色幼儿
园”，成为全区二所获此荣誉的学校之
一，这得益于奉浦幼儿园对足球运动的
重视，早在 2015 年，学校就把足球运动

作为一项特色品牌进行培育。
此后，奉浦幼儿园从北京聘请了专

职教练鱼洋，每周每班都开设了一节训
练课程，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开展针对
性的课程。老师们也纷纷从足球“小白”
变为“专业教练”，不少老师还考出了足
球教练证。

学校还特地开辟了专门的足球场
地，老师们每周带领学生，将足球知识融
入到游戏中去。“我们通过一些游戏，锻
炼孩子们下肢力量，培养孩子们不怕困
难的坚韧意志，也能锻炼孩子们的灵敏
度。”奉浦幼儿园教师杨颖介绍。

“运动的发展将会给孩子带来一个
全面和谐的发展。”奉浦幼儿园园长华
建红表示，在足球特色这条路上，他们还
将继续走下去，一路探索下去。

奉浦幼儿园全园总动员

亲子共享足球乐趣

□记者 凌姗珊
通讯员 欧阳劳力 阮婷婷

15 分钟能做什么？如果从家
门口出发，步行15分钟内即可享受
衣食住行、文教体卫等基本服务，这
样便利的出行体验，或许就是我们
向往的生活。目前，青村镇正在打
造的“15 分钟健身圈”项目或许就
是一个很好的尝试。都说生命在于
运动，这个项目正在逐步让居住在
青村镇的居民慢慢养成运动习惯，
让健身成为日常。

系统减脂增肌
全民健身中心价格实惠受欢迎

徐阿姨每天早上买好菜，第一
件事情就是来到青村镇社区全民健
身中心锻炼，脱去外套，先来上 20
分钟有氧运动，然后在教练的带领
下完成一系列健身计划。坚持了几
个月，徐阿姨明显地感到了身体的
变化，“没有那么虚了，本身身体有
点胖，在家里偷懒，这边氛围不一
样，原来在家蹲下来站起来很吃
力，现在轻松了。”

关键是，这个健身中心就在小
区里面，徐阿姨每天步行过来只需
两三分钟，十分方便。而且比起外
面的健身房，这里的价格可谓实惠
多了，年卡只要一千元，团课操课都
是免费开放，每周还有 2 天免费开
放日，就算请私教，价格也远低于市
场价，因此一些年轻人也逐渐成为
了这里的常客。

二十多岁的李先生原本就有一
些健身基础，“我就住在附近小区，
走过来十分钟，之前有些健身基础，
每天过来会做做力量训练，保持运
动，增肌让身材变更好。”

据了解，社区全民健身中心于

去年11月18日正式对外营业，截至
目前已经招募会员 200 多名，很好
地解决了光明地区及大居片区市民
的健身需求。

健身方负责人何陈锋介绍：“后
期我们会开设一些户外瑜伽，夏天
早上可以到外面做些户外瑜伽，晨
跑，这样可以带动周边的一些会
员。”

随便玩玩动动
市民益智健身苑点人气高
此外，青村镇目前正在推进“步

道+健身点+生活驿站”全方位体育
休闲场所建设。着眼于群众需求，
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与更新也在加
快建设。位于青村镇振浦路 58 号
的青村居委市民益智健身苑点也受
到了周边市民的欢迎。只要天气
好，这里总是十分热闹。

张女士每天都要带着孩子来转
一圈：“这个场所很好的，老人也可以
在这边健身，有很多小孩子来，也有玩
的地方，挺好玩，各种各样的。这边大
家都比较近、方便，也比较干净。”

目前，青村的公共运动场地基
本已经全面开放，无论身处镇区还
是生活在农村，都能享受“15 分钟
健身圈”带来的便利。社区公共运
动场24小时开放、百姓健身房价格
亲民；青村的“15分钟健身圈”正在

逐步优化，让居民更有幸福感和获
得感。

青村镇社会事业服务中心党支
部书记、副主任沈文杰介绍：“今年
的话我们青村镇还是将继续推进步
道+健身点+生活驿站全方位的健
身设施和生活场所的建设，持续推
进老百姓身边的健身设施的建设，
解决老百姓身边健身设施不足、健
身场所功能单一、健身设施陈旧这
样的问题，让设施建设更为均衡，设
施管理更为科学的同时，还要加强
队伍能力方面的建设，以及科学指
导方面多下功夫，为我们的市民在
科学健身方面提供安全保障。”

截止目前,青村镇共拥有全民
健身路径、足球场、篮球场等各类体
育场地165家、10条百姓健身步道、
56 个益智健身苑点、21 个农民工
程、1 个公共运动场、1 个百姓健身
房、1个体质监测站，以上各项体育
设施保持常年开放率 100%。今年
将继续针对部分居村健身步道不足
的情况，积极争取通过“新建”的方
式弥补不足，同时也申报了钱忠村、
姚家村等20个市民健身点的更新，
将老旧器材分批更新、有序推进，既
确保健身场所健身器械的安全率，
更是给社区居民提供了更为安全舒
适的健身环境。

有特色，才有影响；有品牌，
才有未来。近年来，奉贤政协立
足新时代人民政协新使命，铆足

“比”的劲头、增强“学”的主动、激
发“赶”的动力、强化“超”的追求，
深耕特色、打响品牌，着力推进基
层政协工作出新出彩。

坚持守正创新，打好推进深
化品牌工作的底色。工作品牌的
底色是日常的工作理念、工作实
践和工作实效。区政协坚持聚焦

“议在党委所想之处、助在政府所
行之时、呼在百姓所需之际”履职
重点，秉承“不调研不发言”“不调
研不建言”“先调研后协商”履职
理念，让政协协商民主实践融入
到区域改革发展的新征程中，培
好品牌建设的“第一锹土”。同
时，积极打造“一委一品”“一界一
品”“一组一品”，推动专委会、界
别和委员联络组联合联动、同向
给力，做到“政协出品、必是精品”

“品牌有归属、品质无界限”，丰厚
培育政协履职品牌的土壤。

强化提质增效，提升创新创
造工作品牌的成色。一分成色一
分品质，工作品牌是在工作成色
上提炼出来的。区政协坚持将品
牌建设与履职尽责一体谋划、一
体推进，把品牌建在重点工作
上。依托街镇委员联络组，持续
打造“委员协商议事厅”，以联
络服务为先、协商议事为重、凝
聚共识为要，探索政协协商与基
层协商的有效衔接。依托村居和
界别建立“委员工作室”，将委
员的界别优势、专业特长与社区
需求紧密结合，将政协协商触角
延伸到基层工作的“神经末梢”。
坚持做实“委员读书活动”，细化
实施“一二三四五六”工作措施，
打造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广
泛凝聚共识、提升委员履职能力
的重要途径。

紧扣实际实践，彰显挖掘树
立工作品牌的特色。特色是品牌
的“生命色”。区政协紧密联系奉
贤实际，以学生这一社会群体为
突破口，打造“让‘明日委员’走进
政协”这一工作品牌，项目化开展

“今天我来当委员”“我在，我听，
我建议”等系列活动，扩大政协协
商民主的社会影响力。政协履职
如何插上互联网翅膀，使协商更
有效、更深入？区政协创设举行

“贤言贤语”网络微议政活动，紧
扣委员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

“云”协商，协商“云”成为了具有
政协特色的协商新平台。

广泛凝聚共识，增强打响铸
造工作品牌的亮色。品牌亮不
亮，要看共识深不深、广不广、久
不久。区政协坚持把群众的感受
度、委员的参与度、社会大众的认
同度作为政协工作的亮色度，在
广泛凝聚共识的基础上让各项工
作有温度、增亮色。开展“启贤”
大学生结对助学圆梦行动，让群
众切身感受到“政协离我们很近、
委员就在身边”。构筑微信公众
号、“政协视点”专栏等多层次、多
形式的全媒体宣传格局，定期向
社会大众宣传政协史、政协事、政
协人，唱响政协“好声音”。

工作品牌建设本身就是一项
极具创造性的综合性、系统性工
程，正所谓“相逢不及偶遇，偶遇
不及长情”，打造品牌更需要眼
力、魄力和定力。奉贤政协将进
一步在提升品质、创新创造上下
功夫，通过打造工作品牌干出新
实绩、展现新样子，为新时代基层
政协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政协视点

本报讯（记者 何 芹） 目前全区各个点
位的疫苗接种工作都在抓紧进行中，而现场最
辛苦的就数医护人员及维持秩序的志愿者
们。3月31日上午，南桥镇的爱心企业就为区
体育中心接种点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送去首
批50箱1200瓶爱心牛奶，为接种点一线工作
人员加油助力。

上午 9 点，虽然是细雨霏霏，区体育中心
疫苗接种点外场已经排满了等候接种的市
民。内场的预检、接种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中。据了解，该接种点是奉贤区最早开放的临
时接种点，自去年12月21日开放以来，日均接
种剂次在一万左右。工作起来马不停蹄，无论
是医护人员还是志愿者，对于他们的体力来
说，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据介绍，现场负责接种、预检、疫苗管理等
医护人员将近80名左右。来自新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张晓华自接种点开放以来就在体
育中心负责接种工作，“目前我个人日均要接
种200剂次左右。”

除了接种医生一刻不停，现场还有一群默
默无闻的苗管人员。为确保市民的用苗安全，
接种点的苗管人员每天最早到现场清点疫苗，
结束后再次清点疫苗去向，确保每一支去向不
出错，也是最晚下班的。疫苗是冷链运输，到

了接种点需要马上做好接收工作，“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是半
夜在收苗。有的医护人员来的时候都没吃早饭，也特别感谢
爱心企业。”区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科员俞辉红介绍。

现场的秩序井然，更离不开志愿者的默默付出。据了解，
接种点维持秩序、发放知情书、指导手机预约填写的志愿者共
50名左右，其中包括南桥镇志愿者、安保人员及华东理工大学
的学生志愿者。“南桥镇组织了包括青年党员、入党积极分子、
团员及民兵志愿者。考虑到工作强度，志愿者采用每半天一换
班的制度。工作起来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时间休息的，有爱心
企业送牛奶，还是比较开心的。”南桥镇志愿者周燕萍介绍道。

让市民健身成为习惯
——青村镇持续打造“15分钟健身圈”项目纪实

深耕特色 打响品牌

推进新时代奉贤政协工作出新出彩
□特约评论员 郑 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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