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2014年上海市民体育大联赛虹口区职工组
乒乓球比赛近日在虹口体育馆落下帷幕遥 比赛共设混合团
体尧男单尧女单三个项目袁吸引了 19支代表队尧近百名运动
员参加遥

虽然比赛当天天气炎热袁 但各代表队依旧发扬了拼搏
进取的体育精神袁在赛场上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遥经过一
天的激烈角逐袁最终袁市监狱局尧培华俱乐部尧上海同策体育
代表队分获混合团体赛前三名遥 男女单打前八强也一一揭
晓遥 嵇丽娜

市民体育大联赛职工组乒乓球比赛举行

中西医结合医院开设敷贴夜门诊

人人有项目 校校有特色
学校体育教学改革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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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本周开幕的第 12届全国学生运动会不仅
是学生运动员竞技的赛场袁 也将是全面展示我国学校体育
创新发展成果的平台遥 记者从区教育局了解到袁近年来袁通
过大力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尧体育专项化教学试点等工作袁本
区学校体育水平不断提升袁已初步形成了野人人有项目尧班
班有活动尧校校有特色冶的校园体育活动格局遥

一年一度的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是全区的体育盛事袁
也是对区域学校体育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遥 今年袁 来自 18
所中小学校的 400多名学生参加了开幕式演出袁 向全区展
示了精武神韵尧银球飞舞尧绳采飞扬等体育特色项目遥 足球尧
棒球尧广播体操等分项赛中袁各校队奋勇拼搏袁展现了良好
的运动技能和精神风貌遥

学校体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袁 掌握一
定的体育技能袁养成终生锻炼的习惯袁使体育成为一种生活
方式遥 为此袁体育课的效率尤为关键遥 2012年袁本市开展了
野高中体育专项化冶教学改革试点袁复兴高级中学成为首批
试点单位之一遥 学校结合体育传统尧场地设施条件尧学生兴
趣和教师特长等因素设置了排球尧篮球尧乒乓球尧艺术体操
等不同项目遥 体育课根据学生的兴趣和专项重新编排袁实行
小班化教学袁 课时也从原来的 40分钟改为两节连上的 90
分钟袁并依据学生的专项技能水平实行分层教学遥 复兴高级
中学原本就有排球运动传统袁 学校体育教研组以此次教改
试点为契机袁编制了叶排球曳课程教材袁提出了野人人会打排
球冶的教学目标遥 学校表示袁小班尧分层教学不仅培养了学生
对体育专项的兴趣袁掌握了一定的体育技能袁在提高普及度

的同时袁也让好苗子可以脱颖而出袁接受更有针对性的专业
训练袁为校排球队培养了更多后备人才遥

棒球在不少人眼里还是一项野高大上冶的运动袁可在凉
城一小普及度却相当高遥 2008年起袁凉城第一小学在二尧三
年级开设了叶棒球真棒曳拓展课遥 学生每周都能得到专业教

练的规范指导袁还能通过系统课程袁全面学习了解棒球知识
和文化遥 棒球拓展课的实施为校棒球队输送了大量优秀的
小队员遥 校队曾获得上海市野MLB中国小学生棒球联赛冶第
三名尧上海市小学生运动会棒球赛第六名等好成绩袁还多次
与日本小学生棒球队进行交流赛遥 虹 教

本报讯 7月 23日袁区市政和水务管理署举行 2014年
上半年政风行风工作会议袁现场征询市容尧房管尧交警尧街道
以及特约监督员尧居委代表和媒体意见遥
今年上半年袁区市政署将政风行风建设与群教活动和创

卫工作紧密结合袁认真组织党员开展各类学习袁切实提高党
员干部的思想认识曰加大道路巡查和监管力度袁及时发现问
题袁督促整改袁扎实做好亚信峰会各项保障工作遥 为架起与
群众沟通的桥梁袁该署设立 24小时服务联系电话袁在 22个
居委设置监督联系箱袁及时解决百姓关心的市政尧水务方面
的热点尧难点问题遥 耿小彦

市政署征询意见加强政风行风建设

本报讯 近日袁上海电视台野坊间能人冶评选总决赛落下
帷幕遥 经过激烈角逐袁由虹口区新闻传媒中心推荐选送的童
子功传人张世刚在 50位野能人冶中脱颖而出袁获得了沪上野十
佳坊间能人冶称号遥

野坊间能人冶选拔赛由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栏目叶新
闻坊曳于今年 4月 1日推出袁先后有 50位各行各界能人由各

区县电视台分别摄制短片作为专栏在双休日节目中播出遥活
动旨在丰富申城的社区文化生活袁更好地展现新时期市民乐
观进取尧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遥

张世刚 28岁起练习童子功袁 如今已过花甲之年仍能轻
松打完整套招式袁技艺令人叫绝遥决赛汇演现场袁张世刚再度
展示了野八仙过海冶等绝招袁赢得场下一片叫好遥 禾 郦

童子功传人入围沪上“十佳坊间能人”

本报讯 快递员白天送件袁最怕遇上收件人不在尧无人
签收曰委托物业尧保安等代收袁又怕出了差错产生额外的纠
纷曰即使投送到单位袁也会因为邮件量大而发生取错尧多领
包裹的现象遥 为了解决日益突出的电商包裹投递矛盾袁日
前袁区房管局率先和上海邮政合作袁在区内多个住宅小区和
商务楼宇推出了野邮政智能信包柜冶的便民服务项目遥

紫荆花园是野邮政智能信包柜冶的首批试点小区之一遥
记者看到袁野信包柜冶其实是个自助终端袁每个邮政投递员都
有专属密码袁输入后袁选择合适的箱体进行投递袁整个过程
有点类似超市存放行李遥随后袁邮政公司会向收件人发送短

信袁用户只需输入短信中的密码和身份证号码就可以 24小
时随时领取包裹及邮件袁 不仅避免了由代领所引起的各种
问题袁包裹上的用户信息也可以得到有效保护遥

据介绍袁目前在区房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袁上海邮政已
经在区内 5个住宅小区尧10个商住楼宇安装了 野智能信包
柜冶袁除投放邮政国内小型邮件外袁还将逐步向社会快递公
司开放使用遥 此外袁随着功能的不断拓展袁今后该自助机还
有望提供水电煤账单缴付尧政府信息发布等延伸项目袁真正
成为数字化尧智能化的综合为民服务平台遥

耿小彦 摄影报道

区房管局与上海邮政联手推出“智能信包柜”

快件寄存后收件人可凭密码随时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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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递员正往野智能信包柜冶中投递快件遥

本报讯 三伏天是每年最炎热的时候袁 也是人体阳气
最盛的时候遥 中医认为袁在这期间袁为患者作相应的中医中
药治疗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遥 记者从中西医结合医院
了解到袁 入伏以来袁 来院接受伏贴治疗的市民数量上升约
30%遥 为了满足上班族对冬病夏治的需求袁敷贴门诊期间袁
该院还特别开设了夜门诊袁在每周一尧三尧五下午 5点至 7
点延时为上班族提供敷贴尧针灸推拿等服务遥

据中医介绍袁作为我国传统中医药的特色疗法之一袁敷
贴治疗是通过借助三伏天气候炎热袁人体腠理开泄之时袁在
相应穴位敷药袁使药物由皮肤进入穴位经络袁以达到调整机
体平衡的效果遥敷贴效果虽好袁但也有不少禁忌遥如治疗期
间袁不能直接吹空调尧风扇袁不能贪吃生冷食品等袁小儿敷贴
后则应避免过多出汗遥

孙洁静

排球专项教学为复兴校队提供好苗子遥 棒球运动受到凉城一小学生欢迎遥

“犹太妈妈”沙拉·伊马斯分享教育心得
本报讯 日前袁由区委统战部主办尧欧阳路街道承办的

家庭教育公益讲座在欧阳社区开讲遥 讲座邀请野犹太妈妈冶
沙拉窑伊马斯袁与居民们分享子女教育心得遥

讲座中袁沙拉窑伊马斯用犀利尧直白尧风趣的语言袁向居
民们讲述了在培育子女过程中发生的故事袁结合亲身体会袁
与居民们分享了野有偿生活机制冶尧野延迟满足冶等教育方式遥

何 娉

嘉兴创卫青年志愿者清理卫生死角
本报讯 日前袁 嘉兴社区青年创卫突击队开展创卫志

愿活动遥 青年志愿者们来到海拉尔路尧高阳路海门路尧新港
路天宝路和榆兰新村等路段和区域袁走进绿化带捡拾垃圾尧
对沿街污水垃圾进行清扫袁对小区卫生死角进行整治袁用实
际行动为创卫工作助力遥 嘉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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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凉城二小的陶艺室袁 十几个孩
子正在制作一个个小陶罐袁 这是凉城新
村街道学生社区实践指导站今年开展的
第一场暑期活动要要要野我爱瓷袁 陶艺
DIY冶活动的现场遥指导站工作人员正在
积极组织孩子们参与此次活动袁一旁袁来
自凉城二小的老师耐心地指导着孩子们
将手中的一块块陶泥变成一个小陶罐遥
凉城新村街道的暑期活动也由此拉开了
序幕遥

编织社区教育资源网络

凉城新村街道学生社区实践指导站
于去年 6月挂牌成立袁 目的是强化未成
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社区文化教育工
作袁而指导站开张近一年来袁已经为社区
里的几千名学生带来了丰富的社区活动
大餐遥 要送上这些社区活动大餐并非易
事袁 指导站需要编织一张链接各种社区
教育资源的网络袁并使之有效联动起来袁
由此根据学生们的需求开展多种多样的
社区活动遥

目前袁 区图书馆尧 凉城社区文化中
心尧 凉城社区学校尧 凉城街道 野阳光之
家冶尧海军水电路干休所已经成为了指导
站的资源阵地袁 这些社区单位都积极配
合指导站的工作袁 结合自身特点推出教
育拓展尧志愿服务尧革命教育尧艺术培养
等多个方面的实践项目遥

课外活动与学生野零距离冶
除了结合社区资源开展实践活动让

学生们走出教室之外袁 指导站还积极进
行送教上门工作袁 将一个个体育艺术培
训项目以课外活动的形式送进校园和教室遥 学生们参
加拉丁舞尧编织尧棋艺尧京剧和篮球等培训后袁还办了汇
报演出袁组织了作品展袁使参加活动的成果得以展现遥

指导站与街道内的几所学校建立了长期的合作机
制袁使野送教上门冶成为一种常态化形式遥为了更好地与
学校开展这些活动袁 指导站负责人龚惠芳还与学校的
相关负责人建立了联系微信群遥 她表示袁如今野送教上
门冶已经成为指导站的重点工作袁而在微信群中与各个
学校负责人交流的过程中袁 她也了解了学校的特点和
诉求袁这样可以使送教上门的活动更具针对性遥

三大项目增添时尚色彩

为了增强资源运作的可持续性袁 指导站不断挖掘
新的社区活动资源遥在指导站的协调配合下袁凉城二小
向喜欢陶艺的凉城社区学生们开放了陶艺室袁 喜欢陶
艺的学生可以通过网上报名等方式接触这门手工艺
术曰为了让学生们了解 3D电影技术袁观看更多的精彩
3D影片袁 指导站与虹口高级中学建立了长效合作机
制袁让学生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获得科普知识曰章氏
鸡粥店是凉城社区里的一家小吃店袁 经过指导站与其
建立联系袁 门店如今
成为了学生进社区实
践的一个基地袁 学生
们可以向点心师傅们
学习中式点心的制作
方法遥 龙廷恺

穿上运动服尧戴上遮阳帽和手套尧捎上一瓶水袁早上 7点袁
70岁的刘家泳准时从杨浦的家中出发袁开始了一天的骑行锻
炼袁他先沿着周家嘴路尧黄兴路骑行至新江湾城公园袁再绕着
公园外围骑上几圈袁随后原路折返遥 自 2005年加入四川北路
街道骑游队后袁这样的锻炼习惯袁刘家泳保持到现在遥

刘家泳说院野从来没有想到袁 退休以后袁 日子还能这么丰
富袁体能也耶上去爷了遥冶而在四川北路街道骑游队里袁和刘家泳
有着相同感受的人不止一两位袁他们大多是已经退休的老人袁
本着锻炼身体的初衷加入了骑游队袁 却未曾想到在这个团队
中袁不但练就了健康的体魄袁还收获了一番别样的退休生活遥

因爱运动而结缘

四川北路街道老年骑游队成立于 2002年袁最初只是几位
家住四川北社区的老人因为爱运动而组织的袁逐渐的袁骑自行
车游玩的方式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袁参加活动的人越来越多袁
骑游队伍也随之壮大遥 如今袁骑游队已经拥有 106名成员遥

每周二和周四的上午袁队员们从各自家中出发袁在新江湾
城公园门口集合进行绕圈骑行训练遥训练结束后袁队员们相聚
在公园内袁或聊天袁或放风筝尧扯哑铃尧钓鱼袁做些休闲运动遥除

了每周的常规训练袁每个月袁骑游队会组织一次野一日游冶活
动遥 刚开始袁骑游队大多在市区骑行郊游袁如顾村公园尧三甲
港尧佘山尧邵家楼等等遥 渐渐的袁木渎尧甪直尧同里尧西塘等水乡
古镇古村也一次次留下了他们的足迹遥

野吃苦头冶的快乐
骑行沿途的风景十分美丽袁 但对这些上了年纪的 野运动

员冶来说袁体力是不小的考验遥对此袁加入骑游队 3年的朱海根
深有体会遥 2011年袁朱海根退休了遥 退休前一个月袁他就寻思
着为自己的退休生活野找个方向冶遥朱海根说袁因为自己当时血
糖指数偏高袁就想着培养个运动爱好袁锻炼下身体遥

四面打听比较下袁朱海根加入了老年骑游队遥 朱海根说袁
第一次常规骑行活动袁自己就吃了野苦头冶要要要野骑完后真的是
浑身酸袁屁股特别痛遥冶为了尽快跟上野大部队冶水平袁朱海根一
边坚持参加每周训练袁向前辈们讨教骑行经验袁一边调整生活
作息和饮食方式袁增强自己的体能遥
随着时间的推移袁训练的次数越来越多袁常规骑行活动如今
对朱海根来说已经驾轻就熟遥 问及血糖指标袁 朱海根比了个
ok的手势袁笑嘻嘻地说院野很早就正常了浴 冶

点滴奉献凝聚团队

朱海根说袁自己的进步和野前辈冶们的榜样力量分不开遥朱
海根今年 63岁袁但在成员平均年龄 68岁的骑游队伍里袁他却
还是野小辈冶遥老队员们乐观的运动精神影响着新队员袁而他们
平时为队伍所做的点滴小事袁也让所有人感动在心遥

有着 12年野骑龄冶的刘家泳是队里的指导员袁平时负责队
伍日常管理工作遥每逢团队成员过生日袁刘家泳的短信祝福总
是第一时间送达遥今年 1月 26日袁正逢队员方祥华生日袁刘家
泳照例送上短信祝福遥 不料袁方老伯看到短信后却哭了起来遥
原来袁 自从 3年前母亲离世后袁 就再也没有人为方祥华过生
日遥 方祥华没有想到袁还有人会记得他的生日遥

小小一条短信袁让方祥华感到了野家冶的温暖袁而成员们人
人奉献的精神袁也让这支队伍越发团结遥队长邓霞琴每年自掏
腰包千余元作为队员平日聚餐经费遥成员李桂炎组织了野骑游
歌咏队冶袁每周末义务教学遥方祥华尧肖福成等人组成了检修小
组袁为车队安全野保驾护航冶遥成员沈星华退休后参加了三个兴
趣团队袁一段时间后袁他退出了其他两支队伍遥 他说院野既能练
身体袁又交到了朋友袁还是在骑游队里待得最舒心遥 冶 何 娉

退休以后野骑乐冶无穷
———记四川北路街道老年骑游队

本报讯 日前袁 曲阳路街道巴
林社区的学生们在社区干部的带领
下袁 来到小区看望侨界独居老人刘
济芳袁并为老人送上防暑用品遥

今年 81岁的刘济芳老人女儿
常年在国外生活袁 老人目前独自居
住在巴林小区遥在刘奶奶家中袁学生
们送上了自己的书法作品袁 并祝福
刘奶奶健康长寿遥接着袁学生们表演
了事先准备好的节目袁 他们有的诵
诗尧有的吹笛袁哄得老人喜笑颜开遥

今年暑假袁曲阳路街道开展野社
区青少年情暖侨界独居老人冶活动袁
组织社区青少年走进侨界独居老人
和老归侨家中袁与老人结对子袁献爱
心遥

何 娉 文 周利华 摄

江湾社区举行便民服务活动
本报讯 日前袁江湾镇街道社区生活服务中心举办野服

务贴近百姓袁真情连你我冶便民服务活动遥
虽然入伏后气温不断上升袁 但高温天气并未减退志愿

者们的热情遥活动现场热闹非凡袁社区医生为居民们进行血
压和血糖测试遥磨刀尧修钟表尧修家电等摊位前袁居民们排起
了长长的队伍遥志愿者们根据居民们各自需求袁为大家提供

野小修小补冶服务遥
两小时的便民服务活动给居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

利袁获得了大家的欢迎遥 江湾镇街道社区生活服务中心将
继续挖掘社区内优秀资源袁为居民们提供更加完善的志愿
服务遥

江轩桐

本报讯 日前袁提篮桥街道西安居民区党支部开展野党
员的关爱尧逆境中成材冶开放型党组织生活会遥

居委会邀请上海建设监理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的在职
党员们袁与居民区外来困难学生尧党员之家尧林婷读书会成
员座谈交流遥 上海建设监理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黄瑞
新和居民区青年代表林婷分别讲述了各自年轻时期刻苦求
学的故事袁激励学生们珍惜学习机会袁刻苦努力学习遥 活动
中袁企业党支部为特困学生家庭送上助学金袁为学生们赠送
课外书籍遥 纪 珺

提篮社区在职党员关爱困难家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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