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罗欣悦

时值初冬，清晨6点半的天幕还
镶嵌着些许残星，破晓之际，临汾路
街道街头已氤氲着烟火气。此时的
汾西路环卫站已聚集了不少身着蓝
色工作服的清道工人。

上海市“十佳城市美容师”、上海
静安城发集团静环分公司作业三部
临汾班组队长张玥，正拿着花名册，
和两位早班班长细细交代今日的工
作重点：“最近落叶季，重点关注一下
安业路的卫生情况。还有景凤路、阳
泉路等学校周边，早上来往人多，也
要多加注意。”

交代完工作重点，张玥利索地跨
上电动车，“兜”起临汾的大街小巷。

临汾路街道是全国文明单位、上
海市文明社区，这名在临汾社区环卫
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8年的“95后”

“环卫人”张玥告诉记者，身处这样一
个集体与有荣焉，也希望尽自己所
能，为美好社区出一份力。

网格管理，“包干到路”

临汾路街道采取网格化的管理
模式，张玥所在的清道队日常工作同
样采取了网格化“包干到路”的精细
化管理方式，将8条主干道划分为近
11个网格，每个网格每日有3组工人
进行轮班，确保道路“时时有人负责”。

张玥的工作便是不定时巡查每
一条道路，确保道路干净整洁的同
时，及时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工作中的张玥走路带风，眼神犀
利：“安业路段下水口有积水，请相关
负责人及时处理”“保德路人行道污
染，速派清道车”……

冷静沉着、细致踏实是同事们对
他最多的评价。

对于环卫工作来说，最困难的便
是每年台风季的抢修、清理。

今年台风“梅花”过境，带来了大
风和强降水，路面尽是树木断枝，污
水浸湿地面，人行道上也散落着各类
垃圾，给居民的正常出行带来了困
扰。

为了保障居民白天的工作出行，

张玥与近百位环卫工人凌晨全部到
岗，扫帚、大型机器一起出动，顶着风
雨开始清扫工作。清道车清理完毕
大型路障后，再用扫帚细细将枯叶等
湿垃圾集中起来，最后用清运车进行
处理。

雨水打湿的扫帚比平日沉重数
倍，经过近2个小时的清扫，路面终于
恢复往日整洁，张玥的双臂也酸痛不
已。看着行人如常地踏上上班路，张
玥感慨道：“我们一直在大家看不见
的地方守护着社区，居民们能够平安
上班，我们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18岁入行，张玥从清道做起，开
过清道车、冲洗车，清道队的所有工
种他几乎都干过，并样样都得心应
手。他曾分别于2017年、2019年荣
获上海市绿化市容行业劳动竞赛先
进个人、环卫保洁企业劳动竞赛道路
清扫能手等荣誉。

以身作则，接续奋斗

从业多年，张玥已经从一个“小
白”成长为“带头人”，“以身作则”是

他一直坚持的原则。而这个坚持，其
实来自他的老师——2017年度上海
市“十佳城市美容师”王兴义。

在张玥入行的第一天，时任班长
的王兴义便告诉他：“干净、美丽的社
区不是一蹴而就的，你要关注社区每
一处角落，主动跨前一步清理卫生死
角。”

张玥常常看到，原本下午2点就
可以下班的老师，一直和同事们工作
到六七点，甚至周末的休息也放弃
了。有同事调休了，她就顶上；哪段
任务重了，她就去帮忙……言传身教
下，张玥也始终保持着对工作的认真
态度。实习时，张玥为了能准时完成
任务，总是提前半小时到达岗位，5点
就开始打扫。

环卫工作中最基础的便是清扫
道路，这看似简单的工作背后，其实
也有不少技巧。

比如落叶季扫地时，要“先打再
扫”，即将落叶集中在道沟处，再一起
清扫；大风天，要顺风扫，防止灰尘乱
飞；下雨天，要用淋了水不会变重的
旧扫把清扫……有了这些经验，张玥

的工作效率越来越高，不仅代表单位
参与市级行业技能竞赛，还在短短两
年内被提拔为班长，并积极向党组织
靠拢，成为入党积极分子。

现在，已经成为清道班队长的张
玥，继续将这些清扫“口诀”教给新入
行的“小白”们，他表示：“从事这个行
业后，我受到前辈们的影响，是他们
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让我
明白，只要用心、热心，即使再平凡的
工作，也可以体现自己的价值。我的
老师如何带我，我也会如何带自己的
徒弟。‘以身作则传帮带’就是我们的
环卫精神。”

青年担当，守护社区

安业路位于临汾路街道的核心
区域，沿街业态丰富，行道树成荫，街
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新心驿站也坐
落于此，是居民十分喜爱的散步道路
之一。近年来，街道更是结合“公
园+”项目，打造充满活力和魅力的

“口袋花园”，塑造温暖的社区氛围。
绿化变多了，张玥的工作量也随

之增加了，他在日常工作中格外注意
这些绿化带，发现零星垃圾随手捡起，
让在此歇脚的居民入眼只有美景。

在张玥的队伍中，“80 后”“90
后”的环卫工逐渐成了主力，在防汛
防台、创城创卫期间，他们加班加点，
加强机动车清洗清扫，深入卫生死角
进行集中清扫。负责清扫安业路道
路的5名环卫工作者皆是党员。在他
们的共同努力下，2021年，安业路获
评绿化市容管理局市级示范道路。

在临汾社区多年，张玥对这里十
分有感情：“我们目睹了道路从水泥路
变成柏油马路，冲洗车清扫起来更加
方便；社区的‘硬件’越来越完善，绿化
覆盖率越来越高，环境越来越好。”

最让张玥感动的是，居民们越来
越珍惜他们的劳动成果，路上有垃圾
会主动捡起来。居民区每周四的“清
洁家园”活动也常常走上街面，志愿
者们与环卫工人一起守护美丽社区。

同样，街道也一直关心着这群在
岗位上默默耕耘的工作者们，安业路
上新心驿站的设立，让环卫工人们多
了个落脚处，一杯热茶、一声问候，温
暖了他们的心。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以“绣花针”的功夫扮
靓社区颜值。如今的环卫工作者早
已蝶变为“城市美容师”，这也正是上
海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让
人居环境更美好，更多提升人民群众
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的最好体现。

■记者 张琦

本报讯 12月 3日，由上海科
技馆和同济大学联合打造的“深海
园林”展在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
技馆分馆）亮相，展示了目前世界上
最大的冷水珊瑚林复原场景，以及
数十件来自千米深海的珍稀标本。
这也是中国首个深海主题综合性原

创临展。
本次“深海园林”展分为“海边

的想象”“追梦深海”“幽暗仙境”“海
底奥秘”“探索无限”五个版块。

走进此次“深海园林”展览，最
让人称奇的是400平方米的深海场
景展现，让人沉浸式感受到深海的
神秘世界。这里集冷水珊瑚、热液和
冷泉三个生态系统于一体，通过3D

建模、打印技术，制作80株冷水珊瑚
模型，还原竹节珊瑚、扇珊瑚、柳珊瑚
等14种珊瑚自然生长状态，其中，最
大的近2米高。再加上60个管状蠕
虫的微缩模型，以及28平方米大型多
媒体投影的应用，带给人以视觉盛宴。

展览选取30多件5个科的冷水
珊瑚标本，多为2020年中国科学家
搭载“深海勇士号”在南海采集而

来。其中，23件冷水珊瑚标本首次
与观众见面。馆藏12件8个属浅水
珊瑚标本，与冷水珊瑚同域展出。

“为什么叫‘深海园林’？因为
大家看惯了园林，园林内有树木，树
木进行光合作用，需要有光。但深
海里，95%的海洋不见太阳，是永恒
的黑暗。这样怎么会长出园林来
呢？其实，那些都是动物。我们把

这些放到博物馆里展示，让大家看
看海底有多么漂亮。”海洋地质学
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表示，这
次展览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次
公开展览海底的深海珊瑚林。“另外还
有热液的生物群、冷泉的生物群，海底
还有这么些动物，这是很惊人的。”

在深海热液区，展示了来自东
太平洋洋中脊的热液喷口的岩石及
其岩石切片，以及珍贵的管状蠕虫
标本、其它贝壳类标本；深海冷泉区
域重点展示了由科考船“太阳号”和

“海洋四号”以及无人深潜器ROV
“科学号”采集的，来自我国南海冷
泉区域的岩石及其生物标本，包含
非常完整的深海潜铠虾、贝类、冷水
珊瑚及自生碳酸盐岩。现场还有一
件来自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的“深
海勇士号”模型，带领大家了解海洋
探索的技术发展。

据悉，为了让更多人认识深海
的重要性，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同
济大学汪品先院士团队打造“深海
园林”展。展期将持续至2023年2
月28日。

■记者 黄竞竞

绿色社区如何创建？绿色社区
“绿”在哪里？老旧小区如何换“绿装”？

作为城市社会最基础的单元和
细胞，社区最贴近民生，也直接影响
民生。近年来，宝山路街道深入践行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重要理念，持续为居民打造生态宜居
环境。特别是三宝居民区，充分发挥
社区基层党建引领作用，广泛发动居
民参与，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
思路，因地制宜地开展绿色社区创建
工作。

三宝居民区辖区内有20世纪80

年代的售后公房天吉小区、上海最早
一批商品房三宝花苑、沿街开放式住
宅宝通小区，也有新开发的商品房蒙
特利名都城，常住人口4800人。

记者了解到，在绿色社区创建
过程中，首先是建立、完善绿色社
区创建的长效管理机制。三宝居
民区党总支将社区治理能力建设
融入绿色社区创建全过程，充分发
挥居民自治章程、居民公约、楼组
议事厅等积极作用，提倡“美好环
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使创建
工作不浮于表面，扎扎实实地走进
居民的生活中。

在天吉小区，有一支30多名社

区党员、志愿者组成的护绿小组，主
动对小区绿化进行网格化管理，分块
定人包干负责。“吉祥三宝”巡视志愿
者服务队更是全年无休，在巡查中一
旦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三驾马
车”联动小组，物业、业委会、三宝邻
情亭调解志愿者服务队多方协调，及
时处置。同时，积极探索、推进红色
物业联盟工作，将物业服务纳入日常
社区治理。

三宝居民区党总支相关负责人
表示：“绿色社区创建最终是为人服
务的，因此，社区的配套设施建设一
定要加强，尽最大努力满足居民的居
住、生活和使用需求，同时在一些细

节上要更多体现人文关怀。”
近年来，天吉小区、宝通小区通

过“美丽家园”建设，粉刷墙壁、铺设
瓷砖，楼道焕然一新；重新布局小区
绿地、健身苑，增加荫下公共活动场
所；合理配建停车及充电设施，优先
解决电动自行车安全充电问题；规范
管线设置，架空线规整（入地）也正在
实施中。

三宝花苑则积极补齐垃圾分类
设施、卫生防疫等方面的短板，改建
了垃圾箱房，增设分类点的功能。各
楼组公共空间“微更新”“微改造”融
入居民智慧，进一步激发居民对居住
环境的关注和关爱。在推进绿色社

区建设的过程中，居民绿色生态环保
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从“垃圾分类积
分兑换”到“捡拾中国”，从“自制酵
素”到“生态堆肥”，从“阳台菜园”到

“瓶子广场”……越来越多的居民走
出家门，参与到各类社区环保活动
中。每隔一段时间，活跃在三宝居民
区的多支志愿者服务队、文化团队，
就会组织开展绿色生活主题宣传教
育活动，让绿色理念扎根社区。不少
居民表示，绿色出行、绿色生活俨然
成为大家崇尚的生活方式：现在我们
去菜场、超市，都不用塑料袋，自己提
个篮子，早就养成了一种生活习惯。

宝山路街道也将继续倡导绿色
低碳的生活方式，加大人居环境治理
力度，努力打造更多安全、绿色、幸
福、和谐的品质社区，让居民更有获
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

■记者 张琦

本报讯 记者从大宁路街道获
悉 ，近期 ，大宁路街道新一轮
（2022—2023年度）“老吾老”——
家庭照护能力提升项目启动，将通
过理论与实操相结合，对社区轻度
失能老人及其家属开展指导，减轻
部分困难家庭的生活压力和心理负
担，缓解困难家庭的照护压力。

据了解，家庭照护能力提升辅
导以照护服务为核心内容，为社区
轻度失能老人及其家属（配偶、子
女、亲属、保姆等），开展免费家庭照
护能力提升辅导，让有需要的家庭
照料者得到更多的帮助，缓解此类
家庭的照护压力。同时，家庭照护
实训以健康养护、心理疏导为核心
内容，搭建自我预防照护体系，为社
区潜在被照护对象开展照护实训，
降低失能风险。对于有需求、不方
便外出等情况的困难家庭，街道将
组织专业人员进行评估，根据评估
结果对困难家庭提供居家照护入户
指导。

据悉，由上海市民政局在全市
范围内推广的“老吾老计划”旨在提
升家庭照护能力与意愿，进一步发
展社区非正式照料体系的为老服务
项目。在过去的两年里，由大宁路
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承接的大宁
路街道“老吾老计划”共服务1877
人次，提供入户培训60户。为社区
困难家庭、轻度失能老人及其家属
提供了居家照护指导，包括“家庭照
护实务训练”“自我预防照护指导”
等课程，组建了一支由社区干部、楼
组长、退休医生、居家服务员等组成
的50余人志愿者队伍。项目还积
极对接第十人民医院护理部、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为项
目提供专业支撑，提升老年群体居
家养老的品质和幸福感。

家住延峰小区的潘老伯是大宁
“老吾老计划”中的入户指导服务对
象，其妻子洪阿婆患有高血压、后背
压缩性骨折、心肌缺血等慢性疾病，
潘老伯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照护洪
阿婆。时间长了，潘老伯在情绪方
面也有所困扰。在家庭医生的推荐
下，潘老伯报名参加了“老吾老计
划”，全程参与健康管理、消防安全、
康复技能、心理舒缓等培训课程。
在之后的入户教学中通过专业护士
的指导，潘老伯还学会了如何在家
自测血压、血糖，如何正确省力地为
家属翻身擦身、转换轮椅，以及专业
的护理知识，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潘老伯的心理压力。

经过前期实践，在新一轮的项
目服务周期内，大宁路街道将继续
开展免费家庭照护能力提升辅导和
照护实训，让有需要的家庭照料者
得到更多的帮助，缓解照护压力。

同时，街道将更加关注失能、失
智老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心理疏导、
自我健康养护等问题，针对老人个
体需求，一人一策开展上门服务。
据悉，“老吾老计划”入户指导服务
对象由家庭医生和社区养老顾问推
荐，保证刚需对接，从而精准匹配养
老服务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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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为底 创建社区治理幸福密码

入行8年，日行万步

“95后”“城市美容师”磨砺出彩人生

中国首个深海主题综合性原创临展中国首个深海主题综合性原创临展““深海园林深海园林””展亮相展亮相

提升家庭照护能力
大宁路街道启动“老吾老计划”

■记者 张琦

本报讯 记者从区河道水政管
理所了解到，在寒潮天气影响下，为确
保水利建设及河道长效管理养护工作
的顺利开展，区河道所的工作人员开
展各项预防措施，抵御此次寒潮。

据了解，各养护参建单位在作
业场所均铺设了防滑垫，用保温棉
包裹室外水管，同时，在人流量较大
处增设提示标牌等预防寒潮措施，
落实好防寒物资储备。同时，区河
道所组织参建单位对河道管理范围
内的在建水利项目现场、泵闸（泵
站）及河道设施设备用电、职工宿舍
用电消防等开展专项安全检查，排
查安全隐患。

同时，区河道所进一步加强监
督，要求参建单位对用电、消防安全
隐患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严抓落实
整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要求管理
人员和现场作业人员加强安全意识
和做好各项安全工作，坚决防止寒
潮天气引发的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开展各项御寒措施

确保河道长效养护

■记者 任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