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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会的成功筹备和

举办!凝聚着志愿者的辛勤汗水

和无私奉献!在
$%&

天的世博时

间里!有无数令人激动和难忘的

瞬间值得铭记!而徐汇区世博志

愿者中的摄影爱好者们则用相

机定格了这许多志愿服务的精

彩瞬间" 作为向共青团上海市徐

汇区委员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的献礼!在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

心的
!

楼环形展厅 ! 一场名为

#$与世博%与你我&与未来'(((

徐汇区青春世博志愿服务专题

摄影展) 拉开帷幕! 于
$"

月
!%

日至
$$

月
%

日面向社会各界免

费开放*

摄影展整体分为四幕!以不

同的主题词来分类 !分别为 +期

盼,奉献,分享,收获* -期盼)主

要展示世博动迁和徐汇区各界

各类迎世博主题实践活动 !世

博园区建设时期和徐汇区各界

人士立足岗位 , 建功世博的场

面 * -奉献 )主要展示世博志愿

者面试 ,培训 ,站点落地以及徐

汇区各类世博主题实践活动的

照片* -分享)主要展示园区,站

点志愿者服务世博和游客 !在

高温炎热天气下志愿者仍然坚

持不懈 ! 社会各阶层关爱志愿

者送清凉送慰问 ! 志愿者发挥

团队凝聚力彼此鼓励相互加油

等场景 * -收获 )主要以志愿者

及团队获得的荣誉 ! 两面大幅

志愿者微笑墙 .园区和站点百

人篇幅 / 以及滨江美景抽象照

片等展示后世博时期徐汇令人

期待的美好未来*

摄影展还将邀请参与徐汇区

世博志愿服务的志愿者们前来观

看! 并在微笑墙上寻找自己的笑

脸*此外!在出口处还专门设置了

留言墙! 供志愿者们和社会各界

人士留下感言*

据悉! 在迎办博的过程中!

徐汇团区委将志愿服务作为服

务世博的主战场!成立徐汇区世

博志愿者工作站 ! 顺利完成

$!&'&

名志愿者的招募和选拔 !

组织协调了徐汇区
((")

余名城

市站点志愿者和
&!)

名园区高

峰岗位志愿者的培训和调配工

作!顺利建立和运营了我区世博

城市志愿服务
$"

个外建站和
)*

个内设站等*

与世博·与你我·与未来
青春世博志愿服务专题摄影展拉开帷幕

! ! ! ! $+

月
!(

日上午
*!'"

! 北京军区空军某参谋

长助理, 北空驻我区世博安保部队领导前来我区

拜访并赠送锦旗!如图"!感谢我区对其下属两个

承担世博安保任务的驻区部队给予的关心和支

持* 区委常委, 副区长谢坚钢接待了部队领导一

行!双方进行了简短愉快的交流*

宋悠悠 摄影报道

北京空军驻区世博
安保部队领导来访

! !

本报讯 !吕公望 金桂兰"

值此徐汇区第五届学习

节, 第十二届社区文化

艺术节期间 !

$"

月
!)

日! 长桥街道会同徐

汇区文化局, 徐汇区

学 习 办 联 合 举 办 了

-民族音乐与江南丝竹

传承发展)的研讨会!对

江南丝竹 -路将走向何

方)做深入探讨*

上海江南丝竹保护发展研究所

所长姚卫平作了0江南丝竹在长桥1的探讨发言* 传承

点长桥第二幼儿园园长徐昭汇报了江南丝竹进幼儿园

的开展情况* 享有-笛子大王)美誉的九十高龄演奏家

陆春龄还在现场与长桥申韵丝竹队共同表演了 -行街

曲)*

左图为姚卫平与孩子们交流心得 严高余 摄

永远的“三五”行动

$"

月
!(

日! 世博会期间

最后一个左行右立日* 虽然下

着蒙蒙细雨! 依旧挡不住志世

博愿者们热情的心*上午七点!

大家集中在上海南站外建站!

温暖的早餐让志愿者们充满了

力量*在片区经理的带领下!大

家来到自己的服务点222地铁

出口电梯旁*

两人一排整齐地站立在电

梯的两侧!手举-左行右立)牌!

高呼-请左行右立)的口号!精

神抖擞的志愿者让步履匆匆的

路人眼前一亮* 从世博开始一

直到现在! 漕河泾片区一共举

行了
$%

次-三五)集中行动!每

次都有近
!"

名志愿者自愿参

加* 不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

炎! 在上海南站每月的
$(

日,

!(

日的清晨!都会看到志愿者

勤劳的身影*文明窗口,清洁家

园, 左行右立都是上海文明建

设中的基础! 发扬志愿者古道

热肠!延续志愿者无私奉献!漕

河泾社区将把-三五)集中行动

进行到底* !张美华"

赠送锦旗表谢意

$"

月
!,

日下午!驻扎在西

亚宾馆的世博安保部队领导来

到徐家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赠送锦旗!感谢五个月来中心

医务人员向他们提供的医疗服

务与关心支持* 为保障世博安

全!这支不远千里转战上海的北

京空军部队每天三点一线坚守

在自己的岗位上* 徐家汇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起这支

部队的医疗保障工作! 多次前

往慰问,开设医疗讲座,开展医

疗咨询与服务* !管娟娟"

笔墨含情颂世博

$"

月
!)

日上午!-笔墨含

情颂世博)222凌云社区第七

届书画摄影作品展在梅陇文化

馆开幕* 本次书画摄影展从申

报的作品中精心挑选出绘画作

品
!"

幅!书法作品
(

幅!摄影

作品
$)

幅!广大侨界人士积极

参与! 作者年龄中最大的
%"

岁!最小的
((

岁* 他们充满感

情的作品充分反映了社区侨界

代表与各界群众支持,参与,服

务世博的情怀! 和迎办世博中

大家的热情和汗水* !王鸣"

! ! ! ! !"$"

上海世博会是

人类文明的一次精彩对

话!百年梦想实现在浦江*

而成就一届-成功,精彩,

难忘) 的世博会是离不开

近
!""

万志愿者的支持,

参与和奉献*长桥街道市民巡访团就是这样一支不

辱使命!参与世博!服务世博!奉献世博的志愿者队

伍* 在迎接世博
)""

天行动中!在世博举办以来至

今的日子里! 市民巡访团活跃在长桥的每一个角

落*他们热情宣传世博的知识和理念!积极参与-三

五)行动!严格测评文明路口,文明区域!每月一次

巡访
'$

个居民小区!参加清洁家园等活动*

且不提市民巡访团为社区充当 -三只鸟).啄

木鸟,报春鸟,布谷鸟/所带来的积极效应!仅仅是

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就足够大书特书了* 曾经!巡

访团
$&

名平均年龄在
))

岁的老同志盯着寒风冒

雨在路口执勤!衣服淋湿了!腰酸腿麻了!有的老

同志受风寒感冒发烧了! 但他们没有一人离开岗

位! 没有一人有一句怨言* 长桥街道的领导评价

说+-这真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正因为此!

市民巡访团曾荣获了长桥街道迎世博
)""

天行动

先进集体* 而像这样的感人事迹!却能在队员们身

上不断地找到*

韩晓宝!今年
(*

岁!党员!是长桥街道市民巡访

团的一名成员!

!""&

年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回上

海! 在汇成三村定居后! 多年来没有待在家里图清

闲!主动承担了多项志愿者工作!如+三村巡访团!街

道巡访团!

')(

网格化巡访员* 虽然都是义务工作!

没有报酬!但他还是那么尽职尽责*他看见小区路边

有建筑垃圾!就找来铁锹和扫把!帮助清理干净* 他

还主动约妻子一起!在小区清理小广告!长年累月的

清理!在他家附近很少能见到小广告!还小区一个清

洁的环境*在一次巡逻中!他发现小区的电线杆上悬

挂着一个蛇皮袋! 他去搬来

桌子凳子和长竹竿! 把悬挂

在电线上的蛇皮袋挑下来!

当在挑蛇皮袋时! 袋里的污

水倾倒下来!浇了他一身* 在

他的行动感染下! 邻居们也

一起来帮忙清除!共同保持清洁文明的家园*

夏咸洪也是市民巡访团的队员之一! 又是街

道
')(

网格化志愿者的中队长! 管理
'

个文明路

口的交通检查工作* 在当志愿者期间!他患脑梗
'

次.其中
$

次住院/!生怕别人不让他做!他甚至一

度向队员们隐瞒了自己的病情* 虽然自己患病!但

他仍然参加各类志愿者活动!认真负责!从不计较

个人的得失* 用夏咸洪的话来说+当巡访团员就是

要默默无闻*

至今!长桥街道市民巡访团的使命还远远没有

结束! 他们还筹划着世博后为社区再做点什么!正

如韩晓宝队员所说+-选择做一名志愿者!就选择了

一种人生态度3选择做一名志愿者!就选择了一种

人生经历* ) 通讯员 吕公望

做志愿者是一种人生态度
———记长桥街道市民巡访团为世博无私奉献

漕河泾街道思考
后世博市容管理长效常态机制

本报讯 !记者 冷培林 通讯员 张美华"日前!

漕河泾街道召开了后世博如何加强市容管理的座

谈交流会!街道市政科,房管办,市容所,环卫作业

队,工商所,城管等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参加会

议* 会上!各位负责人积极发言!总结回顾迎世博

)""

天和办世博
$%&

天的工作!并在积极思考的基

础上就建立后世博市容管理长效,常态机制达成统

一认识*

世博之后!漕河泾街道一是继续组建联合执法

队伍* 街道搭建市容环境工作平台!整合各支工作

队伍!以城管为主力!充实公安,市容,工商等人员!

实现部门资源整合,形成工作合力,提高执法实效*

二是建立各方共同参与的多渠道管理模式*整合街

面管理资源!综合发挥街道市容联席会议,联合执

法队,网格,社会管理力量,志愿者等多层次管理和

监督队伍作用!实现市容环境管理的精细化* 三是

创建示范项目* 以点带面推动社区市容达标!以文

明指数测评和市容达标街道创建为抓手!建成冠生

园路,石龙路市容样板路!加大柳州路,罗城路等街

街交界道路的综合整治与管理! 改善道路通行,停

车条件*四是民生为本!实现整治,稳定和保障的无

缝对接* 针对整治对象实行一人一策一表!对违法

违规者进行处罚教育,符合条件者安排入市摊位扶

持经营!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困补助*变粗放型,突击

性整治为精细化,长效常态管理*

庆斜土街道50周年
歌咏大会唱响滨江

本报讯 !记者 耿洁玉"

$"

月
!!

日!-感受滨

江!展望斜土)斜土街道
("

周年群众歌咏大会在徐

汇滨江举行*

活动现场! 展现斜土街道
("

年历史的展板墙,

社区居民的摄影展点缀其间! 让人感受到斜土社区

多年来的发展与变革*地处徐汇最东部的斜土社区!

可以说是上海城区建设的一个缩影! 既有上海老城

厢的风貌!也有新城区的风情* 如今!随着滨江的开

发!新兴现代服务社区正日渐成型44当天!歌咏大

会汇集了工作,生活在斜土的群众!大家一起唱响庆

祝斜土
("

周年的赞歌* 社区机关,各居委,驻区部

队, 企事业单位等
$&

支合唱队将 0今天是你的生

日1,0让世界都赞美你1,0斜土之歌1 等歌曲演绎得

生动美妙!成为滨江一道美丽夺目的风景*

银发益智俱乐部
搭建老少交流新平台

本报讯 !华轩"近日 !华泾镇 -游戏经典 )银

发益智俱乐部正式开班* 银发益智俱乐部是华泾

镇为促进老年心理,智力健康!提供老少交流平台

而推出的全新为老服务项目! 也是华泾镇参与上

海市招投标项目 -晚霞夕照) 安老行动项目的之

一* 项目以魔方,七巧板,智力魔珠等多种益智游

戏为载体! 让老年人在锻炼智力的同时增进与子

孙晚辈之间的交流* 这些新颖的游戏形式深受老

年朋友的欢迎! 不少老年人说到!-一开始是抱着

好奇的心情玩玩! 没想到一下子就把自己吸引住

了!而且能够利用这个机会与小辈一起玩乐!确实

别有一番乐趣* )

难忘世博
难说再见 江南丝竹有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