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bianjibu1515@sina.com 责任编辑/张匀初 美编/卫华韵 2022.11.24

PUDONG 浦东

5

以“网格”为载体，以“双卡”直联为

纽带，以“民情气象站”为阵地，以多元协

商为核心，新场镇新南村下沉党群服务，

畅通服务渠道，搭建了全天候服务群众

线上线下平台，提升多元共治力，基层治

理从小处入手，从细处服务，从精处打

造，形成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南实

践”模式，提升了村级治理能力。

新南村创新基层治理，坚持党建引

领，探索“支部建在网格上”，统筹“全村

联动一张网“。根据自然村落和创客团

队分布情况，全村被划分为 8个服务网

格，两委班子成员、党员干部和骨干下沉

网格，促进党组织覆盖、工作覆盖。同时

组建 8个服务片区微信群，村两委班子

成员分布在各工作群，24小时在线。疫

情期间，村民“足不出户”就可动态了解

村内每日防疫信息、保供服务、防控口径

等信息。同时方便收集村民反映的各类

问题，大家建言献策，共商共议，及时解

决各类问题。在疫情防控工作中，通过

层层深入逐级网格化管理，新南村实现

疫情防控工作全覆盖、无盲区。

在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治理效能方

面，新南村建立党群服务“双卡”直联模

式，即推出“民情联系卡”和“便民服务

卡”，打通群众寻求党群服务的“最后一

公里”。党员干部树立“双待”工作精神，

即村党总支和村委会全体班子成员 24
小时服务超长待机、365 天工作随时待

命。村民遇到困难拿起电话就可以实现

“一 call到位”，村干部接到村民反映“一

呼即应”，第一时间用心用情处置解决妥

当。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村内没有智能

手机、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通过“民情

联系卡”上的联系电话，第一时间联系村

两委班子成员，咨询外出就医、购买生活

物资等问题需求，村干部也能第一时间

掌握情况。

此外，新南村以“民情气象站”为阵

地，真实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

全面凝聚“民力”、共建美好“民生”，架起

“民意”和政府之间的“直通车”。村党总

支牵头召开“三会”，同时邀请乡贤能人、

公益律师、人民调解员、共建单位和企业

创客等利益相关方参与讨论，旨在推动

多元参与、协商共治，将矛盾化解在一

线，做到“信访矛盾不出村、群众问题不

出组”。

同时，新南村探索“资源整合、力量

聚合、工作结合、活动融合”，凝聚多元主

体合力，推动青年创客返乡、吸引驻村企

业落户、导入众多优质社会资源共同参

与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疫情初期，通过

发布公开信、建立微信群、集中动员，充

分发动群众，调动社会力量，组建防疫志

愿者队伍，疫情面前，大家冲锋在前，毫

不退缩，始终在村内穿梭忙碌、无私奉

献，构筑起“铜墙铁壁”的防线，共同守护

家园。下一步，新南村将继续发挥好志

愿者力量，将防疫志愿服务团队就地转

换为常态化乡村治理智囊团，持续融入

乡村治理，为党建引领基层创新治理提

供新思路和新的可能。

（记者 李理）

新南村：探索“新南实践”模式，助力基层治理微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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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天予

2 个居民小区、1 条美食街、2 座商务

楼，花木街道牡丹第三居民区是一个构成

多元的社区，居民区党总支副书记朱骏则

是一名刚刚上任的新“班长”。如何利用疫

情期间积累下的工作经验，投入到社会治

理中？朱骏与居民区年轻的社工队伍不断

探索实践。

今年 36岁的朱骏资历不浅。2009年

他便成为花木的一名基层社工，一干就是

13年。“一开始选择这个职业，只是因为工

作地点离家近、工作相对稳定，但是越干越

有认同感，想要认真地做下去。”朱骏说。

这份对基层社区、对广大居民的深情，

在疫情期间进一步沉淀、凝聚。那段时间

里，朱骏与同事一直坚守在社区一线，每天

张罗着居民的生活起居，与居民同甘共苦，

基层治理水平与个人综合素质都得到淬

炼。他也深刻认识到每一名社工对社区、

对居民的重要性，在工作岗位上深耕细耘，

磨练自己的本领。

疫情平稳后，朱骏被派往牡丹第三居

民区，担任党总支副书记，正式成为一名独

当一面的“班长”。身份的改变，让朱骏从

新的角度观察、思考社区事务，而他身边一

支年轻的社工队伍，也让他颇感欣喜——

充满活力、充满干劲、充满创意，工作在居

民身边。

“我们一共有 7 名社工，平均年龄 35
岁，最年轻的是一名 95后，大家非常热爱

这份工作，愿意为居民奉献自己的力量，也

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朱骏说。而每当社工

遇到工作上的困难，需要支持的时候，朱骏

也不遗余力。

“疫情防控新常态下，社工的工作任务

很多，工作压力非常大，朱书记很关心我

们。”社工欧忆说。她举例道，有一次一名

同事压力太大，一个人在角落偷偷抹眼泪，

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朱骏主动上前安

慰他，耐心地和他谈心，帮助他重新梳理心

情，积极面对工作，让这名社工能够继续用

良好的精神状态面对居民。

“我觉得要做好一名‘班长’，有着深

奥的学问，值得我们花上整个职业生涯去

探寻，现在社工有政策支持，成为居民区

党组织书记不再是绝大部分社工职业生

涯的终点，这也给了广大同事，尤其是年

轻人进一步前进的动力，也能吸引更多充

满活力的新人加入到服务居民的队伍

中。”朱骏说。

他正在思考，如何充分利用辖区内的

资源，包括美食一条街上的商户、商务楼里

的企业等，共同提升社区的服务能力。“现

在我们正在建设‘15分钟生活圈’，要让居

民在家门口享受便利生活，靠居民区党组

织自身的力量远远不够，我们要充分整合

资源、共享资源，让多元社会主体深度参与

到社会治理中，成为社区的新动力。”朱骏

说。

■本报记者 符佳

2022新学年，《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

课程标准（2022年版）》开始执行。这是义

务教育课程方案 20年来首次修订，课程

标准则是 10年来首次修订。“双新”背景

下，学校的课堂如何转变？

11月14日至18日开展的第十二届浦

东教学展示周，以聚焦“双新”，建设“智慧

共生”课堂为主题，搭建了各学段、学科交

流探索的平台。其中，以观澜小学为领衔

校的观澜教育联盟，将“加强学科实践，变

革育人方式”作为突破口，呈现了小学学

段各学科的新探索。

当日，观澜教育联盟多所成员校的 6
名教师，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

语文、数学、英语、体育、音乐、信息科技六

门学科的课堂展示。四年级数学课上，新

城小学的周佳老师通过信息技术实现更高

效的课堂互动与反馈，掌握学生真实学习

情况，推动精准教学。二年级语文课上，观

澜小学张莉萍老师巧妙创设情境，设计练

习，引导学生在读、思、说的过程中理解文

本、发展思维、提升能力，“以学定教”，让语

文学习成为师生共同发展的过程。三年级

音乐课上，观澜小学卢华老师模拟民乐合

奏，现场演绎“跳月舞”，新奇的体验让学生

对“阿细人跳月”有了生动的感受，也激起

他们对民族音乐的兴趣……

“双新”带来教学的变革，它需要每一

位站在讲台上的教师身体力行共同推

动。观澜教育联盟的老中青三代教师，在

展示活动主题论坛上畅谈“教学变革进行

时”。他们从课堂中心由“教师”向“学生”

的转变聊起，探讨“双新”背景下的教学实

践。无论是借助任务单开展项目化活动，

引领学生主动学习，设计高品质作业，延

伸课堂学习成效，还是用信息技术赋能教

学，打造智慧共生的趣味课堂，都指向素

养导向、学科育人这一目标。

“从关注‘知识的掌握’到关注‘学科

的建设’，再到关注‘人的发展’，基础教育

改革进入了新阶段。”观澜教育联盟“星

火”工程导师高永娟是上海市特级教师、

正高级语文教师，她为观澜教育联盟成员

校的教师，在教学中直面问题的勇气和持

续前行的内生动力点赞。从观澜教育联

盟这些年来聚焦问题研究过程中，她实实

在在地看到教师的成长，看到课堂的提

升，而这些，都将实实在在地惠及更多的

学生。

今年是观澜教育联盟成立的第六年，

联盟已连续举办了三届联盟教学节。联

盟理事长、观澜小学校长金维萍表示，联

盟成员校在“共建共育共享共进”理念的

辐射下，常态化开展特色课程开发和主题

联合教研，取得了不错的成效。面对“双

新”带来的新挑战，联盟将进一步依托“科

研提效”，结合紧密型教育联盟建设，针对

成员校教师共性和个性的问题，继续携手

共研，在育人方式变革和强化学科实践等

方面开展新的探索，把学科育人与实践育

人落到实处。

■本报记者 赵天予

在公园里成为小林长、在智慧养老应

用场景中开展志愿服务、在体育场馆体验

冰上运动……“双减”政策出台以来，周家

渡社区面向青少年的活动场所越来越多，

内容质量也越来越高。“站位高、做法新、

效果实”，周家渡少先队社会化工作得到

市少工委的肯定。

位于洪山路上的蔓趣公园，是上海

唯一一座以藤蔓为主题建设的公园，至

今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公园里以棚架、

绿廊、攀援墙等设施，营造藤蔓植物适合

的生长环境，构建了垂直化的特色绿化

造景。

就在上个月，周家渡社区少工委为该

公园授牌，将其作为街道红领巾林长实践

基地。一个多月来，多批小林长在公园里

维护绿化、开展志愿服务、学习园艺知识，

更是以“小手牵大手”的形式，带动家长参

与到社区治理中。

类似的模式也发生在云台二居民区，

这里正在以红领巾林长、红领巾河长、红

领巾楼长工作为抓手，推动青少年带领家

长走进社区，参与社区事务。在此之前，

社区里已有的公共空间，已经充满青少年

的身影。周家渡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曾连

续三年入选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慧养老

应用场景，这块智慧养老的前沿阵地已经

成为“红领巾志愿服务基地”。在一楼社

区活动区域陪老人做游戏、讲故事，在二

楼老小互动花园作园艺师、与老人一同侍

弄花草，这里已经深受老人与青少年的欢

迎。

坐落在周家渡街道中心区域的三林

体育中心，不仅是一座区级公共体育场

馆，更是举办过“亚太冰壶锦标赛”“亚洲

冰球联赛”“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大陆

冰球联赛”等国际赛事。这里的冰上运动

场与足球场已经全面向青少年开放，周家

渡正在发挥明星体育工作室的魅力，吸引

更多青少年参与运动、锻炼身体，更是为

“小健将”提供追逐梦想、实现梦想的机

会。

■本报记者 章磊

学校边上小公园里的绿植都叫什么

名字？那一串串诱人的红色果子可以尝

一尝吗？……小朋友们提出的问题，体现

出对探究大自然的好奇。近日，高行镇林

长办牵头镇妇联、镇河长办举办“小小林

长在行动，爱河护林家家行”专题活动，引

导孩子们从小养成爱绿护绿的好习惯。

当天，占地4.47万平方米的高行镇一

号绿地迎来了一批“小植物学家”。本次

活动由室内学习感知和户外实地认知两

部分组成。首先，辅导老师向孩子们介绍

了绿地内的植物布局和品类，孩子们抽签

选取“家庭守护苗木”，以家庭为单位自行

设计、雕刻制作植物标识牌。

在随后的户外实地认知环节，孩子们

被要求在 60多个品种的植物中选取、悬

挂或插上标识牌。在辅导老师、家长的带

领下，孩子们欢快地穿梭于绿地中，找寻

着属于自己的牵挂。

“妈妈，快来，加拿大海枣，我找到了”

“爸爸，金边黄杨，是金边黄杨”……稚嫩

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父母孩子

齐上阵，不一会儿，东西南北中不同品种

的植被都戴上了新颖别致的标识牌。通

过本次活动，6名小朋友获得了“先锋护

林员策划师”的称号，高行镇林长办也增

加了16名“小林长”。

高行镇林长办介绍，以家庭为单位的

小林长专题活动是镇林长办全面推进林

长制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旨在创造更多

机会让儿童与自然亲近，提高爱林护林的

环保意识，同时也在亲子互动中增进家庭

情感，带动更多家庭关注并参与身边的生

态保护活动。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刘琦

近日，浦东警方接连捣毁两个以购买

保健品为由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

今年 10月，浦东警方捣毁了一起通

过高价售卖“三无特效药”诈骗老年人的

诈骗团伙，在侦查办案中，浦东公安分局

三林公安处的侦查员发现类似的诈骗团

伙还有不少，且相互关联，于是联合刑侦

支队反诈专班介入调查。

获取线索后，刑侦支队反诈专班立即

开展调查，很快发现了另外两个涉老诈骗

团伙的蛛丝马迹，初步确定他们藏匿于康

沈路及川宏路上的两个产业园区内。11
月15日、16日，三林公安处会同周浦派出

所及三林派出所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分别

捣毁以胡某某、苏某某为首的两个诈骗团

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0人。

到案后，胡某某、苏某某两人交代了

犯罪事实。原来他们将诈骗团伙分别包

装成了商贸领域及医疗领域的公司，并通

过非法渠道获取了大量中老年人信息，还

通过各类短视频网站发布相关广告，为公

司招揽“客户”。公司员工则在电话内自

称“保健师”，对“客户”嘘寒问暖骗取信

任，通过添加微信聊天的形式进行远程

“问诊把脉”。

借助公司提供的话术培训，这些所谓

的“保健师”最终都会将话题导向“客户”

需要修复身体机能，只要“客户”稍有心

动，“保健师”就立即推销，并以网购形式

贩卖所谓的高质量“特效药”保健品。这

些保健品的价格从 200元到 400元不等，

一个疗程往往需要购买好几份，然而实际

上这些所谓的保健品，都是诈骗公司从网

络平台购买的，买入价只有区区几十元。

由于“客户”基本都是不善于网购的

中老年群体，偶尔有“客户”提出质疑，公

司就及时退款，大部分人由于“羞于启齿”

并不会对外提及。就这样，这桩“买卖”成

了胡某某、苏某某两人的“聚宝盆”，截至

案发，涉案金额已高达 130 余万元。目

前，上述 20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警方提醒：中老年群体有追求美好幸

福生活的权利，但是不要轻信虚假宣传，

胡乱购买使用三无产品，不但白花钱，还

容易损害身体健康。

全身心为居民服务 越干越有认同感
——记花木街道牡丹第三居民区党总支副书记朱骏

“双新”背景下小学课堂如何变？

观澜教育联盟聚力探索学科育人

专门向老年人高价售卖“三无特效药”
20人涉嫌诈骗归案 涉案金额130余万元

“红领巾”活动场地越来越多

周家渡少先队社会化工作显成效

从小养成爱绿护绿好习惯

高行“小林长”家门口探究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