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王志莲 通讯

员 马凯）近日，居民王女士笑容满

面地来到徐汇分局田林新村派出

所，将一面写有“热忱服务群众 贴

心解忧居民”的锦旗送给了综合窗

口民警刘艳利，对刘艳利在工作中

积极沟通协调外省市相关部门，为

其解决落户的难题深表感谢。

据了解，王女士于近期到田林

新村派出所办理外地老人投靠子

女的户籍业务，在拿到办理服务单

后，王女士犯了难。因为王女士的

原籍在河北省唐山市，此次落户

需要的几项原始档案材料早在当

年唐山大地震时均已缺失。王女

士本来已对此事不抱太大希望，

但当刘艳利得知该情况后，主动

向当地相关部门发了多封公函，针

对王女士落户所需的材料与唐山

当地相关部门进行了逐一校对，在

收到唐山相关部门的回函信息后，

刘艳利迅速帮助王女士完善了落

户的相关材料，也终于解决了王女

士的大难题。

事后，王女士拉住刘艳利的

手表示衷心感谢。“真的非常感谢

您，派出所有您这样热情正直、为民

服务的好民警，我的户籍问题才得

以迅速解决，而且前前后后我只跑

了一次派出所！真的太感谢您了！”

把方便留给群众

解难题只跑一次

简 讯

□ 1月 25日下午，由区文

明办、徐家汇街道共同举办的

“用爱温暖 TA”徐汇区 12小时

爱心接力新春志愿服务启动仪

式暨新春慰问大联欢在徐家汇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行，来自

社区的一线工作者代表、区域

单位代表、社区居民等近二百

人一同感受到宝猪新春的浓浓

暖意。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 8

家爱心企业颁发荣誉证书。

通讯员 沈晔 记者 陆翔

□ 春节来临之际，田林街

道新上海人“螺丝钉”志愿者服

务队的成员们相约一起，带着

他们的孩子走进了田林街道文

定路邻里汇，用歌声、笑声为社

区的老人带去欢乐。“螺丝钉”

志愿者服务队由田林社区内的

“新上海人”组成，他们在上海

努力奋斗，让上海成为了他们

的第二个家乡。

记者 耿洁玉

□ 近日，龙华“心管家”俱

乐部 2019年首季首期活动在

龙华街道邻里汇怡乐家园卫生

服务站开班。来自龙华街道机

场、丰谷、上缝、汇龙等居民区

的 30余位曾经患有心脏疾病

行支架植入术、冠脉搭桥术的

居民认真聆听了有关心脏病术

后康复防治专题的讲座。

记者 姚丽敏 通讯员 冯联清

□ 1月 23日下午，农行徐

汇支行受邀参加共建单位徐家

汇街道爱华居委会的新春联欢

会，被许多居民连连点赞。活动

现场欢声笑语，到处充满着节

日的气氛。

通讯员 吴超群

春风化雨润民生 惠民新景迎面来
本区各街道召开社区代表会

■ 记者 陆翔 耿洁玉 吴梅

徐家汇：重塑海派之源新标杆

1月 22日下午，徐家汇社区第

六届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徐家

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召开。来自徐

家汇居民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两新、统战及特邀单位代表、区

人大列席代表等近二百人参加。

街道领导以 TED演讲的形式

向大会作社区工作报告，围绕小区

治理、城区环境、民生保障、营商环

境、队伍建设五个方面对 2018年

徐家汇街道整体工作进行了回顾，

并明确了 2019年的目标任务。据

悉，2019年徐家汇街道要聚焦“两

个主体”即“居民、单位”、“两个区

域”即“小区、街区（商圈）”、“三项

服务”即“小区治理、商圈管理、营

商服务”，把握好政府管理的力度、

群众参与的深度和民生服务的温

度，全面提升徐家汇地区综合能

级，努力把徐家汇打造成宜居宜业

宜游的全球卓越城市的中央活动

区。街道党工委负责人对未来三年

工作提出了展望，新一届社区代表

会议将按照区委、区政府的要求，

以民生需求、社会发展为目标，把

徐家汇建设成更安全、更宜居、更

繁华、更美丽的社区。

大会还通过选举产生了社区

第六届代表会议社区委员会，并召

开新一届社区委员会会议。

田林：书写新时代田林模式

“配合做好宜山路 655弄 2号、

4号、6号，钦州路 785弄共 68436.47

平方米旧住房综合改造。积极推进

田林十一村、钦州公寓、长春新苑等

5个小区的‘美丽家园’建设项目；完

成 2条非市政道路的修缮更新；新

建 1家社区生鲜便利菜店，建成 1

家生鲜超市。配合改造升级田林十

二村菜场；完成 16家居民区邻里汇

建设；新建 96张养老床位；为 5幢

20年以上房龄售后公房高层住宅

建筑实施消防设施改造。改造部分

小区非机动车棚充电桩……”记者

从 1月 25日田林街道 2019年社区

代表会议上获悉多项民生实事项目

将于今年完成实施。

会议对 2018年工作进行通

报。去年，田林街道上下齐心协力、

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做出了三大

亮点：一是优化营商环境打出组合

拳。2018年田林属地企业完成总

税收 36.56亿元，占南徐汇功能区

66.75%。二是建设智慧社区按下快

进键。成立智慧社区联合指挥中

心，在 11个试点小区安装 10类共

1770个神经元传感器；搭建“四纵

三横”治理构架，实现条块系统融

合、数据综合研判、力量实时调动，

并和公安、综治、网格、民政等信息

系统实现了数据交互、协同处置，

初步形成“物联、数联、智联”的社

区精细化管理模式。三是试点政务

公开跑出加速度。170个受理事项

试行“清单”解读模式，让居民办事

“一站清”“一册通”“一单明”“一次

好”，社区事务受理能力显著增强。

湖南：打造一流风貌社区

1月 25日，湖南街道 2019年

社区代表会议召开。

2018年，湖南街道牢牢抓住

“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标准

管理”这条主线，坚持常态精细治

理、加强社会民生服务、维护城区

安全运行、打造宜居生活社区、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会议报告从精细

治理、精准保障、落实机制、弘扬文

化、依法行政等五个方面回顾总结

了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结合大调

研、大走访工作和为民实事项目，

回应了上一次社区代表会议上代

表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报告明确了新一年工作思路：

以创新求变为要，务实惠民为本，

突显湖南社区文化传承，深挖历史

风貌街区特色，打好营商服务攻坚

战，完善民生服务体系建设，攻坚

克难，在压紧压实各项工作上下功

夫，努力建设“人文环境浓郁、社会

环境稳定、生活环境优美、人民安

居乐业”的美好社区。从打造一流

风貌社区、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夯

实安全运行技术、打造文化历史街

区、提升依法行政水平等五个方面

提出了工作的目标和方向。

湖南街道社区代表、特邀代表、

列席代表等 180余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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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姚丽敏）端

着水枪满场跑、让老师头顶着蜡

烛和气球、把垫着纸板的鸡蛋击

飞……这并不是什么迎春的派对

现场，而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国际

街头科学秀。1月 23日，这场科学

秀在漕河泾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上演，世界街头科学秀大赛冠

军获得者、欧洲科普活动协会成

员、英国专业科普机构 Science

MadeSimple的负责人戴维先生，

与来自求知小学的二百余名师生

共同经历了一场奇幻之旅。

怎样？为什么？如果这样会发

生什么？这场主题为“水、水、水”的

探索之旅在一连串学生们亲身参

与其中的情景实验和互动节目中

开启。学生们学习科学，探究技巧：

知道水的用途和描述组成它的化

学公式；知道材料的物理性质可以

通过实验来确定；知道物质有不同

的状态并识别水的 3种形态；了解

可逆的变化和不可逆的变化、理解

化学反应产生新材料、理解重力是

把所有物体向下拉的力……这一

切，都在现场的好奇、惊叹和一阵

阵欢声笑语中实现的。

漕河泾街道相关负责人向记

者介绍，街头科学表演是一种用艺

术的方式诠释科学原理的科学传

播形式，日益受到国内外科技馆的

重视和接受，同时，以其互动有效

的传播效果，也成为科学教育的一

种新颖方式。街头科学表演作为一

种近距离的科学秀，区别于在专业

舞台上的大型科学表演，这种表演

方式更加灵活、互动、有效，表演者

通过随身携带的道具，近距离地向

公众传达科学知识，激发现场观众

热烈的反应。这当中更加考验表演

者的语言表达、肢体动作以及创意

能力。

“知识在课堂都能学到，重要

的是参与和互动。”求知小学校长

陈婕告诉记者，学校每年也会有科

技节科普秀，现场也会做小实验，

但是主要以演示为主，“今天的科

学秀和学校科学课堂完全不同，摆

脱了学校讲授型，对孩子们来说现

在的形式更加印象深刻，这也给我

们老师很好的启发。”

据了解，本次国际街头科学秀

表演主题与“水资源利用、水环境

保护、河道整治与发展”的社区综

合管理主题相契合，是社区科普教

育的一次崭新尝试。

互动教学进社区 演绎国际街头科学秀

由区体育局、区教育局、长桥
街道主办，向阳育才小学、中国邮
政（邮政实验支局）、优孩运动承
办的为期五天的“绳”彩飞扬冬令
营，用最简单的运动器材，教孩子
们玩出不一样的花样，锻炼心肺
功能，在寒冷冬日里跳出矫健身
姿（如图）。

跳绳怎样的长度最适合？炫
酷的动作怎么做？1月25日上午，
向阳育才小学的操场上聚集起了
不少亲子家庭。本次冬令营活动，
涵盖了无跳绳基础、有一定跳绳
基础的青少年儿童，以及街道居
委干部和社区家长们，旨在普及
和推广跳绳运动，带动周边街道
社区共同参与，在徐汇乃至上海
跳绳运动普及中起到引领和示范
作用。 张文菁 常乔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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