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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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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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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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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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新”
背景下小学课堂如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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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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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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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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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领巾”
活动场地越来越多

观澜教育联盟聚力探索学科育人
■本报记者 符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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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家渡少先队社会化工作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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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养成爱绿护绿好习惯

高行
“小林长”家门口探究自然
■本报记者 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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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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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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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浦东新区基层治理示范社区

新南村：
探索
“新南实践”模式，
助力基层治理微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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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新南村以“民情气象站”为阵
公里”。党员干部树立“双待”工作精神， 地，真实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
即村党总支和村委会全体班子成员 24
全面凝聚“民力”、共建美好“民生”，架起
小时服务超长待机、365 天工作随时待 “民意”和政府之间的“直通车”。村党总
命。村民遇到困难拿起电话就可以实现
支牵头召开“三会”，同时邀请乡贤能人、
“一 call 到位”，村干部接到村民反映“一
公益律师、人民调解员、共建单位和企业
呼即应”，第一时间用心用情处置解决妥
创客等利益相关方参与讨论，旨在推动
当。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村内没有智能
多元参与、协商共治，将矛盾化解在一
手机、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通过“民情
线，做到“信访矛盾不出村、群众问题不
联系卡”上的联系电话，第一时间联系村
出组”
。
两委班子成员，咨询外出就医、购买生活
同时，新南村探索“资源整合、力量
物资等问题需求，村干部也能第一时间
聚合、工作结合、活动融合”，凝聚多元主
掌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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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