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了让孩子们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暑假袁日
前袁 欧阳路街道董家宅居委会在北郊高级中学体育馆内举
办趣味运动会遥

20多位小朋友在家长和社区志愿者的带领下袁参加了
丢沙包尧跳绳尧拔河等趣味运动项目遥经过激烈角逐袁每个项
目均决出前三名袁 获得名次的小运动员都收到了一份小礼
品遥本次趣味运动作为社区暑期活动的一部分袁既调动了小
朋友们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袁 也让他们在游戏过程中锻
炼了身体袁认识了新朋友遥 陈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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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我们耶爱心快乐之家爷工作室的老师
们活跃在社区的各项活动中袁工作室是我
们居委会工作的一大亮点遥 冶提起社区里
的野爱心快乐之家冶工作室袁凉城新村街道
广粤居委会主任陈晓红难掩自豪之情遥

凉城新村街道广粤居委会 野爱心快
乐之家冶工作室于 2013年 5月组建袁由十
多位志愿者组成袁成员年龄在 55岁到 65
岁之间袁他们都有一颗乐于奉献的心遥 这
些志愿者们能聚集在一起袁缘于居民区书
记吴蓉芬的一句话遥 去年年初袁吴蓉芬在
筹划新一年社区工作的时候说院野现在有
抑郁症尧情绪病的人这么多袁小区里也没
有专门的心理咨询师袁如果可以有一批志
愿者袁听听大家的烦心事袁帮助疏导一下
就好了遥冶在书记的提议下袁小区里几位热
心肠居民一拍即合袁野爱心快乐之家冶工作
室应运而生遥

野爱心快乐之家冶 的志愿者们都有过
不少野助人冶经历袁但工作室成立之初袁志
愿者们却遇到了不少困难袁有的居民来了
羞于开口尧 有的居民不愿意说清事情原
委袁怕泄露自己的隐私等等遥 为了提高咨
询技巧袁志愿者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提问
和倾听方式遥 久而久之袁居民们对工作室
成员越发信任袁来野诉苦冶的也多了起来遥

小区居民愿意把生活上的喜怒哀乐
同工作室成员们分享遥志愿者们也会及时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遥 成员吴娟娟平时为小区一对老夫妇
义务采购蔬菜和生活用品遥 小区里有位叶阿姨因为失去了
至亲袁心情一直比较低落袁不愿意主动与人交流遥 工作室成
员丁琍得知后袁经常陪她聊天袁说笑话给她听袁还鼓励叶阿
姨参加社区活动袁打太极拳尧跳排舞遥 如今叶阿姨的情绪好
多了袁平时碰到街坊邻居也会点头微笑尧主动打招呼遥

在野爱心快乐之家冶志愿者的引领下袁不少前来咨询的
居民还找到了新的生活乐趣遥一些居民参加合唱队尧到敬老
院义务演出袁一些居民加入了爱心编织社袁为灾区孩子织起
了毛衣遥 他们说袁现在很享受做志愿者的过程袁因为快乐了
自己袁也送出了爱心遥
如今 野爱心快乐之家冶 成员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壮大队

伍袁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参与进来袁特别是青年志愿者遥 居委
会主任陈晓红表示袁居
委将继续提供支持袁扶
持这支队伍袁 让这项品
牌服务发扬光大袁 让更
多居民加入并受益袁将
爱心汇聚袁将快乐传递遥

凉 萱

野章阿姨袁侬婆婆最近身体好伐钥 冶野章阿姨袁自己当心身
体袁伐要太辛苦了遥冶最近袁家住曲阳路街道银联社区的章华萍
成了小区红人遥自从社区小报叶银联之窗曳刊登了叶善待婆婆胜
似亲娘曳一文后袁许多居民们都知道了章华萍数年悉心照料百
岁瘫痪婆婆陈二妹的故事遥经过邻居们口口相传袁关心起章华
萍的人也越来越多遥 在银联社区里袁像这样的情况常常发生遥
银联居委会主任蒋伟华自豪地说院野社区里发生的事情袁 阿拉
居民们都晓得遥 冶这其中袁社区小报叶银联之窗曳发挥的作用功
不可没遥

一

曲阳路街道银联居委会辖区内共有四个自然小区袁 包括
银联花苑尧曲阳豪庭尧商建小区等袁几个小区位置比较分散袁如
何将社区信息传递到每家每户钥 银联居委会主任蒋伟华曾经
头疼了一阵子遥

2011年 6月袁一次与社区学习小组和理论小组的成员进
行例会时袁 蒋伟华向大家提出了心中的问题遥 每想到话音刚
落袁就引起了大家的议论要要要野身边发生了哪些事情袁社区如
何建设发展袁 居民确实不清楚遥 冶尧野黑板报年轻人不愿意关
注遥 冶尧野宣传栏字体太小袁老年人看起来不方便遥 冶噎噎

野干脆办一张小报袁送到居民家里遥冶居民马湘的提议得到

了大家的一致支持遥在居委会的推动下袁做社区小报的想法也
很快得到了落实遥 经过一番征集动员袁马湘尧孟繁生尧陈燕卿尧
顾嘉林尧居明卢尧韩根英尧徐丹克 7位有经验的居民组成了小
报编委会袁开始着手准备办报事宜遥 大家为小报起名叶银联之
窗曳袁希望通过这扇野窗户冶袁让居民们看到社区别样的野风景冶遥

二

叶银联之窗曳创刊后袁定为 16开尧4个版面袁主要刊登居委
会工作尧社区活动尧小区好人好事等内容遥 小报每个季度出版
一期袁由楼组长负责送到每户居民手中遥

虽然小报如今已出到第 14期袁 但提起第一期的创刊过
程袁每一位编委会成员都记忆犹新遥 文字的字体和字号尧稿件
的数量和篇幅尧配图的运用袁版面中每一个细节大家都集体讨
论商定遥 小报通过 word软件排版袁一遇上格式问题袁就需要
全部重新调整遥 蒋伟华说院野别看报纸小袁能把它办起来袁真的
费了这群老同志不少工夫遥 冶

第一期叶银联之窗曳定稿后袁编委会成员顾嘉林把小报电
子稿带到店里打印袁没想到在文印店电脑上打开的小报袁排版
顺序全部乱了套遥 想到明天就是出版日袁老顾急得要命袁他拿
着手中的样稿袁在电脑上一个一个修改错误遥全心投入的他忘
了时间袁改了几个小时直到夜里袁连饭都忘了吃遥

三

相比叶银联之窗曳第一期出版前的忙乱袁如今的小报运行
顺利遥每个季度初袁编委会成员都会和居委会干部一同召开选
题会袁总结上一期的得失袁安排下一期的内容遥平时袁居委会干
部也会及时将小区里的好人好事尧 邻里间的小故事反馈给编
委会成员袁由他们进行进一步采访报道遥

和大报相比袁小报虽野小冶袁却有它自身的优势遥 因为报道
的全是身边人的故事袁居民们都乐得翻阅遥 一次袁叶银联之窗曳
报道了小区居民王敏珠的助老故事遥没隔几天袁蒋伟华就收到
了小区里一位独居老人的来信袁 信中详细描述了王敏珠对她
的帮助遥 当年袁银联居委会开展优秀志愿者评选袁因为名额原
因王敏珠没能当选袁还引得不少居民为她野打抱不平冶遥 对此袁
蒋伟华没发愁袁反而乐了袁她说院野不知不觉间袁孝亲敬老之风
已经吹进了大家的心里遥 冶

身边人的良好行为袁 本身就是无声的示范和力量遥 3年
里袁叶银联之窗曳讲了不少野自己人冶的故事袁让居民们深受感
触袁也收获了一批读者野粉丝冶遥 68岁的杨铮老伯认真保存着
每期报纸曰小区台胞租客郭王复华写文叶素颜之美曳袁称赞野小
区居民共建和谐家园之心志冶噎噎大家都期许着袁小区野风景冶
越来越美丽袁银联之野窗冶越来越明亮遥 何 娉

让身边事感染身边人

本报讯 日前袁 欧阳路街道联合相关
执法部门对辖区中原证券大厦尧世博花园尧
德阳花苑等小区内 8处违法群租房进行集
中整治遥

整治现场袁 执法人员对群租房内存在

的消防隐患进行整改袁 并现场联系房屋产
权人尧承租人袁明确其需承担的法律责任袁
要求其在限期内自行整改袁 对租客进行劝
说教育遥

欧 宣

本报讯 日前袁四川北路街道和区第三
中心小学联合组织了一场 野欢乐暑期秀冶活
动遥 老师们摆开游戏擂台尧社区居民和学生
们轮番登台秀才艺袁为社区带来了一个清凉
的夏夜遥

晚上 7点袁学校操场上热闹非凡遥 每个
游戏擂台前都围满了孩子袁学着做一次野生
物发电冶实验尧当一当野巧手木匠冶组装小家
具袁比比野吹气球冶看谁是野大力水手冶遥 小朋
友们个个精力十足袁把每个游戏项目都玩一

遍才甘心遥
随着夜幕降临袁纳凉晚会开场了遥 学生

们活力四射的集体舞拉开了表演的序幕遥晚
会节目囊括了歌曲串烧尧器乐演奏尧健身操
展示等袁观众在欣赏大尧小演员们带来精彩
表演的同时袁也不忘给他们送上掌声遥

野欢乐暑期秀冶 是四川北社区的品牌活
动袁已经连续举办了数年遥社区和学校搭台袁
既让学生们一展才华袁也丰富了社区居民的
文化生活遥 何娉 文 卢宁 摄

曲阳路街道银联居委会自办社区小报《银联之窗》

欧阳路街道整治 8处群租房

趣味运动会开赛

本报讯 日前袁 江湾镇街道在江湾镇
社区服务中心开展野体验快乐缝纫冶活动袁
20多位社区青年参加了此次活动遥

活动邀请上海上工蝴蝶缝纫机有限公

司的老师为大家介绍缝纫的基本方法袁现
场示范如何剪裁尧下线等遥在老师的耐心指
导下袁青年们轻松制作完成了手工提包袁纷
纷拿着自己的作品拍照留念遥 江轩桐

江湾社区青年体验缝纫乐趣

广中社区志愿者牵手失独家庭
本报讯 日前袁广中路街道举办野亲

情牵手尧温暖人心冶志愿者与失独家庭结
对活动遥

会上袁志愿者与街道计生协会签订了
结对协议袁 承诺将做好关爱失独家庭工
作遥志愿者还在现场分享了在前期试点期
间袁他们和失独家庭间发生的温馨故事遥
目前袁 广中辖区内共有失独家庭 90

户袁共计 158人袁并以每年 10 户左右的速
度不断递增遥 随着时间的推移袁这些失独
家庭逐步进入了老龄化袁养老问题尧疾病

求助尧精神慰藉尧临终关怀等需求渐渐显
现出来袁单一的物质关爱已经无法满足失
独家庭成员的需求遥 广中路街道计生办通
过成立失独家庭关爱社团野惠心苑冶袁引导
社区内的失独家庭抱团取暖袁组织他们开
展活动袁协助他们重振生活信心遥 在此基
础上袁今年年初袁街道面向社区招募了 16
名志愿者袁最终确定了首批 7名志愿者以
野一对一尧多对一尧同伴结对冶的方式袁与 5
户失独家庭结对袁为他们送去一份关爱和
温暖遥 万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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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第十二届全国学生运动会 7月 28日至 8月
2日将在上海举行遥 本区将承担桥牌单项赛事的组织工作
和竞赛运动队尧裁判员的接待任务遥 记者从区竞委会了解
到袁华师大一附中作为比赛场地和运动队驻地袁积极做好
赛前准备工作袁场馆尧食宿尧安保等各项保障措施已经到
位遥

接到承办赛事的任务后袁本区高度重视袁成立了由分
管副区长担任主任袁区教育局尧区体育局主要负责人担任
副主任袁区有关职能部门为成员单位的竞赛委员会袁制定
了组织接待工作方案袁明确了各成员单位的分工职责遥 竞
委会下设办公室尧竞赛部尧接待部尧安全保卫部尧医疗保障
部尧财务部尧信息技术部尧新闻宣传部尧志愿者部等袁对赛事
的各项环节做到野无缝衔接冶遥
为了做好本次比赛的接待服务工作袁华东师大一附中

在区政府尧区教育局的支持和关心下袁提前数月展开认真
细致的准备工作袁成立了由校长负责的专门领导协调工作
小组袁负责具体的准备工作袁同时成立了野一室五组冶工作
机构渊即办公室尧保障组尧住宿组尧场馆组尧安保组和资源服
务组冤袁确保准备工作高效尧按时完成遥 总建筑面积约 1600
平方米的室内篮球馆将作为比赛场地袁目前袁学校已按比
赛要求对场馆做了重新布局袁安装了全新的空调系统和大
型电子显示系统遥 学生宿舍尧食堂也根据比赛的要求进行
了改建并添置了相应设施遥 校办负责人介绍袁考虑到比赛
期间正值高温袁比赛场馆和食堂全部安装了空调袁学校腾
出了 9层学生宿舍袁确保 9个代表队都有独立的套间袁 卫
生尧安保工作也已经和区有关部门进行了对接袁将竭力为
72名运动员及随队人员提供温馨优质的服务遥
本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的办赛理念为野阳光运动尧健康

成长冶袁是教育部尧国家体育总局尧共青团中央贯彻国务院
关于改革综合性运动会的有关精神袁在全国大学生运动会

和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合并后举办的新一届全国学生运动
会袁旨在大力倡导野健康第一冶的教育理念袁促进学生阳光
体育运动深入开展袁展示我国中学生积极向上尧健康成长尧
奋力拼搏的精神风貌遥 本届运动会对办会方案进行了创
新袁在田径尧游泳尧篮球尧排球等 8个竞赛项目的基础上袁还
将增设野阳光少年冶野活力园丁冶两项非竞技类项目评选袁以
及科学论文报告会尧学校体育博览会等系列活动遥
运动会的另一大亮点是坚持野学生服务学生冶袁赛事志

愿者全部选用高中生遥 记者从区竞委会获悉袁华师大一附
中与团区委联手袁5月开始袁通过全市统一平台招募学生志
愿者袁网络报名一度爆满遥 通过好中选优袁组建了一支 25
人的志愿者队伍袁志愿者们青春洋溢袁热心公益事业袁大部
分都有大型活动志愿服务的经历袁在市尧区组织的多轮培
训中表现优异遥 本周袁志愿者将分为随队服务尧观众服务和
竞赛辅助三组袁提前上岗体验遥

禾郦 钱晶 摄影报道

上外学生“背包记者”赴港采访
本报讯 由 10名学生和 2名教师组成的上海外国语

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野背包记者冶采访团袁7月 15日启程赴香
港采访遥 在香港的一周时间里袁野背包记者冶 将综合运用平
面尧广播尧电视尧网络媒体袁展开 野全媒体冶的双语报道袁用文
字影像等方式记录并报道香港社会热点问题及风土人情
等袁以生动地展现香港的民俗尧教育尧社会与文化风貌遥采访
团在港期间采写的报道袁将被沪上主流媒体采用遥

资深媒体人尧 专栏作家连清川和上外新闻传播学院陈
沛芹尧吴瑛等老师以野师傅带徒弟冶的方式袁为赴港采访的上
外学生野背包记者冶的中英双语报道等给予实时指导袁以培
养这些未来的媒体从业者在陌生环境中迅速找到采访对
象尧有效开展深度访谈的能力遥

上外新闻专业于 2010年被列为教育部新闻学特色专
业遥 2013年袁上外新闻学院野背包记者团冶赴内蒙古展开采
访袁采写的报道为叶解放日报曳网站等新媒体采用遥

缪 迅

本报讯 日前袁 上海市第一人民
医院分院通过多科协作袁 成功实施一
例 野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梭形动脉
瘤冶袁为患者挽回了生命遥

张先生 7月 1日早晨袁突然站立
不稳袁并有头痛尧恶心袁小便失禁袁家
属见状后袁急送至市一分院急诊遥 经
头颅 CT检查袁神经科医生初步诊断
患者为 野蛛网膜下腔出血冶袁 且 野蛛
血冶 大多由颅内动脉瘤破裂引起袁病
情危急袁如不及时处理袁随时有生命
危险遥 CTA检查进一步显示患者颈
内动脉末段可见一巨大梭形动脉瘤袁
多根血管从此经过袁实属罕见袁治疗
难度极大遥 此时袁已是下午 3点袁患者
意识接近昏迷袁病情越发严重遥 神经
科主任王少石立即组织脑外科尧神经
科及放射科医师讨论患者病情袁一致
认为介入治疗是最佳方案遥 考虑到医
院尚无介入治疗先例袁王少石主任立
即联系东方医院神经介入科教授尧介
入工作临床经验丰富的方淳教授来
院参与手术遥

下午 5点左右袁手术人员全部就
位袁着手为患者实施野支架辅助弹簧
圈栓塞梭形动脉瘤冶袁 因动脉瘤体积
大袁囊腔位置难以确定袁周围交通血
管多袁 全体医护人员奋战 7小时后袁
终于顺利完成手术遥 复查头颅 CT提
示出血已控制袁此时已是深夜袁患者
终于安全转至神经内科监护病房遥 目
前袁 患者情况稳定袁 正在继续治疗
中遥 逸 轩

根据上海农商银行虹口支行业务发展需要袁 现面
向社会诚聘以下岗位人才院

招聘职位院二级支行行长尧客户经理
招聘人数院各若干名
一尧任职要求
1. 45周岁以下袁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曰
2. 3年以上金融行业从业经验袁 熟悉区域经济发

展曰
3. 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尧团队管理能力尧业务开

拓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曰
4. 有丰富客户资源的袁条件可适当放宽遥
二尧应聘须知
1. 应聘人员须品行端正尧职业操守良好袁无违法

违纪等不良记录遥
2. 应聘人员请在上海农商银行人才招聘下载并

填妥叶应聘申请表曳袁连同个人资料渊户籍尧身份证尧学
历尧相关资格证书复印件尧近照一张冤邮寄至院上海市虹
口区松花江路 2721号 301室上海农商银行虹口支行
办公室渊邮编 200437冤袁并请在信封左下角注明应聘岗
位遥

3. 应聘截止日期院2014年 12月 31日
上海农商银行虹口支行

招聘启事

印有吉祥物野迎迎冶的会旗迎风飘扬遥

食堂配备了自助餐具遥

篮球馆进行了重新布局袁桌椅和照明尧空调系统调试到位遥

本报讯 为加强项目防汛应急抢险处置能力袁 保障工程
的顺利推进袁 近日袁 区建交委举行防台防汛应急抢险专题演
习袁旨在检验工地防汛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尧可操作性尧科学性袁
锻炼救援队伍的应急救援技能遥

下午两点袁 演练首先由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向相关职能部
门报告险情来临情况袁同时向施工单位综合组尧排涝组尧堵洪

组尧抢险组各组人员发出紧急抢险指令遥抢险组迅速拆除脚手
架滤网降低架体所受风荷载并加固脚手架与建筑结构连墙
件曰堵洪组快速搬运黄沙包针对洪涝部位进行堆叠堵洪袁并现
场实施黄沙装袋作业曰 排涝组架设相对应水管及水泵进行抽
水作业曰 综合组进行了现场紧急调度指挥尧 安排人员合理抢
险袁最终排除险情袁全程用时 10分钟遥 欣 闻

抢险演练检验工地防汛应急预案

本报讯 近日袁本区开展消防夏季执勤岗位大练兵活动遥
7月 17日袁虹口中队尧江湾中队和江杨中队的部分消防员集
中进行了个人项目会操遥

现场袁消防员熟练地开展了百米水带铺设操尧转移物资控
火操尧越障灭火一带一枪操袁以及射水技术应用操遥 整个会操
活动高效有序遥虹口消防支队有关负责人表示袁活动旨在提高

消防员在处置火灾过程中的效率尧 器材装备应用能力和熟练
程度袁提升单兵作战能力袁从而能更快更有效地扑灭火灾袁抢
救人员生命财产安全遥

据了解袁 虹口消防支队还将组织开展小组项目等业务交
流会操袁检验日常练兵成果遥

张雯珵

消防战士开展夏季练兵

学运会桥牌赛 28日将在本区举办
本区成立竞委会，各项准备工作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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