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征程·新奇迹———
2022 年上海市红色故事大
赛（校园组）暨首届上海市
校园红色文化传播志愿者
展评活动” 正在火热开展，
杨浦区水丰路小学学子积
极投入其中。

讲述红色故事———说说我心中的小英雄

来自杨浦区水丰路小学学子三年级的
顾沐晴，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动人的红色故
事———《小萝卜头的故事》。

小萝卜头虽然年龄小，却依然能在艰苦
恶劣的环境下坚强、乐观，积极地学习。

正是有无数像小萝卜一样的革命先烈
用热血和汗水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这么优越的
生活条件，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 让
我们从小萝卜头身上汲取信念与力量，积极
进取，长大后成为一名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
人，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介绍革命遗址———“云端” 共游中共四

大会址

来自杨浦区水丰路小学学子一年级的
茅芸蕙，出生并成长在虹口区东宝兴路 254

弄 28支弄小区内，懂事了以后，外婆外公就

常和她说，她们家小区是中
共四大会址原址所在地。茅
芸蕙邀请大家一起“云端”
共游中共四大会址，了解这
革命遗址背后的故事！

走过红色遗址，历史车
轮碾过的痕迹依旧清晰可

见。 忍辱负重、宁死不屈的革命先烈们永远
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他们展现出的顽强
拼搏、不懈奋斗、忘我奉献的精神品质值得
我们永远学习！

颂扬“平凡英雄”———人间自有温情

来自杨浦区水丰路小学三年级的濮逸
文，在疫情期间看着邻里间互帮互助，有感
而发，为大家带来一篇诗朗诵《我的团长我
的团》。 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在这座城市生
活的人们用友爱奉献的精神向大家展示了
上海这座光荣之城的红色基因， 病毒无情，
而人有情，我们齐心协力，我们共克时艰，相
信疫情终会退散！

欣逢盛世让我们一起化身文化宣传大
使，将这座城市的红色文化与历史底蕴展现
给更多人看，“源源”少年们一起行动起来吧！

接续传承红色基因， 砥砺践行初心使
命！

争做红领巾宣讲员
杨浦区水丰路小学学子积极参加“新征程·新奇迹”活动

2019年， 南翔镇积极参与
上海市首批健康村镇试点建设
工作，于 2021年年末顺利通过
试点建设评估验收，“健康小美
南翔”得到官方认证。

南翔镇在改善健康环境方
面持续发力。注重“环境整洁、病
媒防制”。 每年开展人居环境六
大环境卫生专项整治活动，紧抓
有效季节、有效时机，采用突击
消杀和日常防制相结合。组建稳
定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专业队
伍，通过达标小区和达标市场创
建，辐射示范效应。 以公益项目
抓民生，开展公益灭蟑项目和病
媒生物密度监测。 注重“公共卫
生设施”。 不断完善水、垃圾、厕
所等公共卫生设施。 注重“健康
支持性环境完善”。 完善健康主
题公园、健康一条街、市民健康
路等 9类健康支持性环境硬件
设施。

“健康街镇” 深入人心。
2019年、2020年市级健康单位
数量 1个， 区级健康单位数量
30个， 在活动的健康自我管理
小组数量累计达 156个，累计参
与健康自管小组活动达 10700

余人次。南翔镇积极推进健康家

庭建设，每年举办健康家庭评选
活动，引导居民家庭做好自我健
康管理，2019年至今，南翔镇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显著提升。“体
医结合”持续深化。 南翔镇文化
体育服务中心每年制定配送计
划， 将课程定期配送至各村居，
两年内累计配送数量达 230余
场。辖区内 365健身房成为社区
居民运动治慢病的新去处，更多
社区居民走进健身房，持续提升
辖区人口的健康水平。行业监管
不断加强。不断提升食品安全保
障水平，加强对食品单位以及农
村自办酒席的监管工作，2019
年至今未发生食品药品安全事
故； 加强有职业危害的企业申
报、检测、体检等工作有效落实，
联合南翔镇红十字会开展交通
安全、急救技能、减灾、防灾等相
关主题宣传、培训。

三伏天里，连续高温酷暑，滚滚热
浪让人只想“孵空调”，但有一支青年队
伍却顶着烈日，主动请缨，全副武装在
采样一线， 用实际行动筑牢疫情防控
关。这就是青浦区博物馆为积极响应夏

阳街道号召，组建的一支以青年党员为
主的博物馆常态化核酸采样点志愿服
务队。

青浦区博物馆党支部书记带头“冲
锋”，馆内员工踊跃报名，第一时间成立
了一支 18人的“青年突击队”。从 7月 13

日起， 突击队每周都在采样点协助核酸
采样工作，包括扫码录入、信息查验、核
酸采样、人员引导等。 由于近期高温，队
员们采取了 3 人一班轮岗制， 确保安全
高效完成核酸采样工作。

在正午的烈日下，尽管亭内外设有空
调、风扇，但队员们的防护服内早已满是汗

水，双手在防护手套里面起皱泛白，户外维
持秩序的队员更是满脸通红、全身湿透，但
是他们仍然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做好引导、
扫码及采样工作。据统计，采样点平均每日
都要完成近千人的采样。

青年突击队队员俞子旻说道：“今年 4

月，正是疫情严峻时候，身边的党员们冲锋
在前、迎难而上，舍小家为大家，视人民群
众的安危高于一切，使我深受鼓舞。 如今，
有这么一个机会，我自然不会有丝毫犹豫，
决心要在采样一线勇挑重担、不畏艰险，向
优秀共产党员们看齐！ ”

同样“身先士卒”在采样一线的党支部

书记表示：“特殊时期， 青浦区博物馆将继
续奋力支援街道，齐心协力共战‘疫’，馆内
青年志愿者们也将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为共同守护幸福
夏阳贡献一份力量。 ”

在当前疫情防控关键时期， 青浦区
博物馆作为夏阳街道属地单位， 主动向
街道申领志愿服务工作， 为街道志愿者
队伍注入新鲜血液， 共同完成繁重的核
酸采样工作。 下一步，夏阳街道还将继续
积极探索属地单位与街道联动的志愿者
服务新模式， 倡导更多的属地单位共同
参与。

三伏来袭无惧“烤”验，致敬高温下的“青博”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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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安全
生产工作，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 筑牢消防安全防
线，形成电动自行车管控
“单位主动管理， 员工自
觉遵守” 的良好氛围，宝
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开
展 2021年度“电动自行
车消防管理达标创建”活
动，南区地块单位、租赁
企业踊跃参与，经过宝山
区消防支队的帮助指导、
检查评比， 园区 15家创
建达标企业出炉。

会上，企业代表们交
流发言，积极分享工作开
展经验、心得体会。 来自
乐宝公司代表指出，多年
来电动自行车管理一直
是乐宝消防安全管理的
痛点和难点。自园区推出
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管
理和落实充电桩建设以
来，给我们破了题，在园
区多部门联合的悉心指
导、现场踏勘下，使乐宝
认识到改善电动自行车
停放、完善充电设施和加
强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只有安全了，企业才
能稳步发展。

开展“电动自行车
管理达标创建”活动，选
出优质达标企业树立标
杆， 拓宽了消防安全宣
传渗透率， 营造了企业
及职工积极参与、 积极
防范的氛围。 下一步，园
区将继续坚持疏堵结
合、标本兼治、源头防控
的原则， 持续推进达标
创建向纵深开展， 在园
区范围内树立鲜明导
向， 进一步提升园区消
防保障水平， 为安全生
产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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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嘉定区华亭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自
办学以来，始终承担着全镇党员干部教育、成人教育、
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的任务，服务于党委、政府的中
心工作，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在校内，华亭成校坚持“增强知识、丰富生活、促
进健康、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大力开展线上教学，
除了线上心理云课堂外， 还有线上点心制作系列课
程与专为老年人开设的智慧助老智能手机运用系列
课程，确保社区学校同样做到“停课不停学”。

本轮疫情发生后， 华亭成校适时开展线上心理

“云”课堂，助力居家积极心态第一课，帮助市民做好
自身心理建设和压力缓解，阻断负面情绪，以提升自
身应对疫情重压的能力。 为了进一步帮助居民缓解
心理压力，华亭成校开展了诸如咸淇淋饼干、菠萝面
包、蛋黄酥、菊花酥、南瓜派等中、西点制作课程，既提
升了大家的厨艺技能又缓解了大家的紧张情绪。

此外， 华亭成校持续探索老年教育养教结合工
作，积极开设智慧助老智能手机运用系列课程，其中
包括下载 APP、使用支付宝、申领健康码等内容，帮
助老年人融入信息化社会，共享数字化便捷服务。

在校外，华亭成校坚持党建引领，积极组织党
员干部下沉一线，为保护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坚守着、付出着。 华亭成校的
党员干部们充分发挥主心骨、排头兵和领航者的作
用，他们化身“大白”和“小蓝”，用党员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为疫情防控提供强大的底气支撑，从 3月至
今，累计已完成志愿服务时长 230小时。

华亭成校还将持续推动成人教育发展， 助力嘉
定区构建好终身教育体系，丰富终身教育内涵，满足
市民终身学习需求，服务经济社会进步。

抗疫不止步“云上”有课堂
上海市嘉定区华亭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持续推动疫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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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有我 闪光如您
浦东新区龚路中心小学开展主题活动

听宣讲 议举措 持续扶持乡村振兴
崇明公司生产瓶装气中心党支部与三星镇大平村党总支联合开展党建活动

申城教育·专题

为进一步深化上海燃气崇明有限公司生产瓶

装气中心党支部与三星镇大平村党总支达成的“结

对百镇千村，助推乡村振兴”城乡党组织结对帮扶

行动，近日，公司生产瓶装气中心党支部与结对乡

村三星镇大平村党总支联合开展了 2022 年三星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暨理论政策进社区主题宣

讲活动，活动邀请了原三星中学退休教师李诚进行

题为《埋头苦干 勇毅前行 全面推进“四个三星”建

设》的宣讲，双方党组织全体党员共同学习。

宣讲结束后，公司生产瓶装气中心党支部还

与大平村村委、 村监委会两委班子成员相互交

流，大家就当前疫情防控措施及村委发展进行了

细化详谈，大平村村总支书记季翠彬对崇明公司

多年来对村里的帮扶结对以及液化气安全隐患

的排摸与整改工作表示感谢，为村民提供了一个

安全和谐、长治久安的村居环境。

支部党员、崇明公司党总支委员、副总经理

陈杰表示扶持乡村振兴是崇明公司作为国企的担

当和责任，今后崇明公司也会一如既往地支持美

丽乡村建设，同时也希望大平村村委班子及村民

多多支持燃气公司的安全隐患治理工作，为营造

美丽家乡贡献最大的力量。

有这样一群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脚步

丈量泥泞路，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有这样一群人，

从小立志，心怀梦想，用誓言眺望奋进路，他们是

祖国的未来。

为引导少先队员厚植爱党爱国情怀， 近日，

浦东新区龚路中心小学开展了“强国有我 闪光

如您”榜样人物演绎摄影作品征集活动。 少先队

员通过自主学习，重温红色历史，学习英雄事迹，

演绎榜样风采，抒发“这盛世如您所愿、我辈定会

不负”的情怀。

四（4）小脚丫中队徐雨峰讲述的榜样是周恩

来总理。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信

仰坚定，热爱人民，勤奋工作，严于律己，被称为

“人民的好总理”。少年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龚小” 少年也要为民族之复兴而读书。 学习榜

样，汲取力量；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四（4）小脚丫中队严艺宸讲述的榜样是宋庆

龄先生。在她光辉的一生中，始终坚强不屈、矢志

不移、英勇奋斗，坚定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

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宋庆龄先生有

着强烈的爱国主义信念，她让我们明确了坚定民

族自信的重要性。 在往后的日子里要好好学习，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四（13）扬帆中队包依辰讲述的榜样是抗日

女英雄李林，作为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

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她自愿参加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救亡青年团”。 为掩护群众突围，她率

骑兵连勇猛冲杀。在身负重伤后，她仍英勇抗击，

牺牲时年仅 24岁。 一句“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

倭寇誓不休”的誓言，彰显了中华民族的铮铮铁

骨和宁死不屈的节气。

四（2）小叮当中队向春晓、金菡月讲述的榜

样是我党党史中牺牲时年龄最小的党员刘胡兰，

她 10 岁起参加儿童团，14 岁时被批准为中共候

补党员。 面对敌人的威胁，她坚贞不屈，大义凛

然。 毛主席亲自为其题词：“生的伟大， 死的光

荣”。可歌可泣的高贵品质、革命气节和英雄壮举

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新时代少先队员。

四（12）小蚂蚁中队圣梓萱讲述的榜样同样

是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

范人物之一———赵一曼， 她在一次行动中被捕，

敌人对她用尽了酷刑，但从她的口中得到的还是

三个字：不知道。

四（2）小叮当队员张紫

珊讲述的榜样是红色娘子

军， 她们绝大多数是农村青

年妇女， 有的来自农民赤卫

队，有的是共产党员、共青团

员。 她们旗帜鲜明， 作战勇

敢， 曾在第二次琼崖苏区反

围剿中担任掩护任务。 革命

先烈抛头颅、 洒热血才换来

了祖国的繁荣富强。 自从了

解到红色娘子军的故事，让

我们发自内心地崇拜和敬佩

她们， 也更加地珍惜现下的

幸福生活。

使命呼唤担当， 少年不

负重托。 时光记录“您”，我辈

追随“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