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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干部淬火成钢 基层组织活力四射
团区委结合大调研打开团青工作新局面

■本报记者 顾 俪

“往年报暑托班都像‘赶场子’，今年团区委联合街道在我
们家门口就开设了办班点！早午餐安全美味，课程也很丰
富。孩子喜欢，我们家长也放心。”在2018小学生爱心暑托班
微信群中，不少家长纷纷点赞。

通过大调研，机关团干部作为主力军深入基层把脉，了解
调研对象的真实所需，解决了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办班点扩容
等一系列问题，同时还让团干部提升了能力，得以淬火成钢。
记者了解到，大调研开展以来，全区共有480名团干部签订大
调研“知行合一·践行承诺书”，并按照承诺书内容，每周开展2
次以上调研，深入走访社区、园区、企业和社会组织。

青年干部转作风 基层问题迎刃解

“抛开纸上谈兵，走到一线”，该项目负责人、团区委学生
工作部部长王棣说，今年暑托班开班前夕，团区委基于往年办
班情况作了调研，发现报名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现有办班点
数量无法满足需求。

但这只是“概貌”，为了了解更多“细节”，机关的青年干部
分赴8个街道进行实地走访。在与家长们的交流中，发现办班
点不足只是问题的一面，家长们还希望办班点能够分布得均
匀一点，让孩子们能够就近入学。同时，师资水平、课程质量
参差不齐也被多次提及。

收到了这些来自一线的需求信息，等于找到了工作方向，
团区委立刻组建了由青年干部为班底的暑托班专项工作组。
工作组一方面积极与兄弟区县交流、向他们取经；另一方面，
与区内各有关部门、街道联络，着手对暑托班办班模式进行优
化改进。

在区社区办、区教育局、区财政局和各街道的支持下，团
区委探索推进暑托班项目化运作，并在汇总大调研问题的基
础上，快速制定了场地资源拓展方案。根据方案，辖区学校、
社区学校、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和市民驿站的场地资源优先为
暑托班“预留”，团区委在各街道设置了1至2个办班点位，使全
区办班点增加到11处，并且实现合理分布。

看到项目最终落地，工作组的青年干部们十分欣慰。王
棣说，大调研是机关青年干部“用真心换成效”的一次检验，更
是大家提升工作能力的一次不可多得的机会。

团区委在其微信公众号开设了“大调研伴我成长”专栏，
甄选青年干部手记50多篇，捕捉他们在大调研中的思想转变、
调研经历和成长收获，扩大机关青年作风转变的影响力，对基
层青年干部和各类青年社会组织起到带头作用。

拓宽思路创新举 凝聚青年激活力

大调研在让各类需求问题浮出水面的同时，也开拓了团
区委开展青年工作的思路。

以大调研为契机，团区委建立了团干部基层服务联系制
度，积极发挥区域化团建、区青联、区青企协等多个平台的资
源优势，开展“虹口青年英才选拔”、举办“青联开放日”活动、承
接“青年汇智团”项目，满足青年们的个性需求，不断激发青年
们活力。

面对青年企业家的建议、需求和困惑，团区委青年干部积
极跨前一步、主动作为，为企业牵线搭桥，努力为优化区域营
商环境作贡献。

上海勤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事环保技术创新的
青创企业，致力于解决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和城市建筑垃圾环
保处理等问题。公司负责人逯光辉希望在研发新技术、增添

新设备方面得到支持，更渴望有平台能让企业多多亮相，觅得
更多发展良机。他在团干部下基层时诉说了自己的创业烦
恼。

在调研过程中，团区委发现这并不是个例，发展中的科技
小微企业都面临类似问题。为此，团区委借市青联委员对口
下基层活动，为青创人员搭平台、找资源，更帮助青创企业对
接有关职能部门，促进企业尽快融入区域相关产业发展。

逯光辉是在去年的“虹口区青年英才开发计划”活动中与
团区委结缘。他从120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被评为虹口青年
创业英才。今年，团区委趁热打铁，为30名虹口青年英才打造
虹口青年英才培训班。区青联委员、上海万间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创始人成笑君是虹口青年创业英才中的一员。他说，本
以为是普通的培训班，但没想到期期都有惊喜，去湖畔大学、
阿里巴巴参访学习拓宽了他的眼界。

团区委组联部负责人陈培君告诉记者，团区委与30名虹
口青年英才保持紧密联系，不定时邀请他们参加相关行业活
动。在2018中国长三角青商高峰论坛上，有3名虹口青年英
才班的学员受邀参加。成笑君感慨道，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如
此高规格的行业论坛，不仅见到了自己崇拜的行业大咖，还收
获了碰撞商业火花的机会。

同时，在大调研的推动下，11个青年社会组织承办了“青
凝盟·公益100”项目，涵盖青年婚恋交友、青年团建等活动，继
续扩大团青工作面。截至上半年，该项目共计服务各类青年
1650余人次。团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半年将打造更多交
流互动平台，为青年提供信息
对接、资源共享等服务，并携手
更多的社会组织，凝聚和服务
更多青年人。

本报讯（记者 张雯珵）8月8日是第十个全国“全民健
身日”。为全面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倡导文明健康
生活方式，区体育局积极整合资源，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
形式多样的面向社会各层面的健身活动。

上午，虹口游泳池门口就迎来了不少登记免费入场的
市民。碧波中，游泳爱好者们纷纷一显身手，蛙泳、仰泳、自
由泳姿态不一，消暑、锻炼两不误。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感

受这份夏日清凉。
据了解，本区 2个公共体育场馆、11个社区公共运动

场、1个百姓健身房均提前向市民公布了开放时间、项目及
预约方式等，并于当天向市民免费开放。

值得一提的是，本区“共享运动场”又添了一位新成
员。洛克公园虹口足球场馆于当天正式对外开放。和四
川北社区智能互动运动场一样，该场地以智能、科技为亮

点，只需用手机扫码即可进场打球、租球，吸引了不少热
爱篮球运动的年轻人。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全民健身日”健身技能培训班也
在本区各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行。市民在现场体验了
专业的广场舞、太极拳、武术等课程。同时，市民体质监测
中心和监测站开展了急救普及、健康测评、下肢风险评估等
特色服务。

本报讯（记者 张雯珵）8月8日上午，上海城市业余
联赛虹口区钓鱼比赛在鲁迅公园拉开序幕。

现场，百余名垂钓爱好者静坐湖畔，专注地看着水面
上忽上忽下的鱼浮子。不一会，一些眼明手快的参赛者
已收获满满。

在众多体育项目中，钓鱼运动以一“静”字而显得
别具一格。钓鱼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于
1983年被列为中国正式开展的体育项目，深受广大群
众喜爱。虹口垂钓中心秘书长武强告诉记者，钓鱼运
动能锻炼臂力和眼力，技巧非常多，经常开展这项活动
有益身心健康。

本次活动由区体育局主办，分设传统钓和竞技钓两
大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市300余名钓鱼爱好者参与。

夏季天气炎热，各类细菌、病毒生长繁殖快，水源食物、
环境容易受污染，是各类传染病容易发生的主要原因。

一、什么是肠道传染病
肠道传染病是经消化道传播的疾病。常见的主要有伤

寒、副伤寒、细菌性痢疾、霍乱、病毒性肝炎、细菌性食物中
毒等。肠道传染病病人的病原体从病人和病原携带者的粪
便、呕吐物中排出，污染周围环境，再通过水、食物、手、苍
蝇、蟑螂等媒介经口腔进入胃肠道，在人体内繁殖，产生毒
素引起发病，并继续排出病原体再传染给其他健康人。

二、肠道传染病常见的临床症状
肠道传染病常见的症状有腹泻、呕吐或腹痛。但不同

病的症状各不相同，如霍乱以剧烈的无痛性水样腹泻为特
征；甲肝则感疲倦、食欲不振及有黄疸；痢疾以腹泻、腹痛、

里急后重和黏液
脓血便为特征；伤
寒则以持续性高
热、相对缓脉、脾

肿大、玫瑰疹与白细胞减少为特征，在成人中便秘较腹泻多
见。多数患者病情较轻，一般会自然痊愈，但部分较严重的
患者可能会出现脱水，治疗不及时或不当会导致死亡，因此
腹泻严重的病人要及时就诊，不应自行购买药物服用，以免
延误病情，错失最佳治疗时机。

三、夏季肠道传染病是怎样传播流行的
传播途径：在肠道传染病病人的粪便和呕吐物中，携有

大量病原体。病原体通过病人的排泄物排出体外，污染水、
食物及手，或通过苍蝇等媒介传染给健康人。

四、夏季肠道传染病的预防措施
1、预防夏季肠道传染病的关键是把好“病从口入”这一

关，要注意饮食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做好预防工
作。做到不喝凉水、不洁之水，不吃腐败变质、不洁食物。
尤其是放在冰箱里保存的食物，一定要蒸煮热透再食用。

2、注意个人卫生和防护。要保持学习、生活场所的卫
生，不要堆放垃圾。饭前便后、打喷嚏、咳嗽和清洁鼻子以
及外出归来一定要洗手，勤换、勤洗、勤晒衣服、被褥，不随
地吐痰。保持教室、宿舍内空气流通。

3、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增强免疫力。
4、生活有规律。睡眠休息要好，保持充分的睡眠，对提

高自身的抵抗力相当重要。要合理安排好作息，做到生活
有规律，劳逸结合。

5、衣、食细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服。
合理安排好饮食，饮食上不宜太过辛辣，也不宜过食油腻。
要减少对呼吸道的刺激，如不吸烟、不喝酒。要多饮水，摄
入足够的维生素，宜多食些富含优质蛋白、糖类及微量元素
的食物。

6、切莫讳疾忌医。一旦出现腹泻、呕吐，要及时到各医
院的肠道门诊就诊，不要怀着侥幸心理，以致延误病情。身
边有肠道传染病患者时要进行隔离。尤其对患者粪便、呕
吐物等要处理好，避免造成水源和食物污染。

本报讯（记者 王文川）2018 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
——科技体育嘉年华之科技体育全民健身日活动于 8月 8
日在上海市军事体育俱乐部开展，吸引150余人参与。

本次活动开设三条科技体育项目体验路线。第一条路
线以趣味定向和模型制作公开课为主，以体验课的形式扩
充科技体育夏令营学员的课程内容，不再局限于使用专用
模型套材，而是教授学员学会利用日常生活用品制作模型，
加大课程难度，选拔优秀小选手。

第二条线路则偏重基础，组织广灵路小学和丽英小学
的学生参观无线电展示厅，并进行遥控车辆模型体验，在拓
展学生知识面的同时，也增强学生对科技体育运动项目的
了解，为今后科技体育进校园奠定基础。

最后一条路线以卡丁车体验为主，旨在推广汽车运动，
培养中国卡丁车后备人才。

本报讯（记者 陆强）8月 8日，2018年嘉兴路街道
“百姓舞台”社区运动会开幕式在嘉兴路街道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举行。来自嘉兴社区的13支体育团队参加。

活动中，广场舞团队代表宣读《嘉兴社区广场活动文
明公约》倡议书。随后，第九套广播体操、柔力球、太极拳
等体育团队进行了精彩的开幕展演。

据了解，除当天的开幕式以外，嘉兴路街道还将在8
月9日至8月16日举办为期一周、共59项赛事的“文化运
动周”，以及后续的“乐享生活齐运动”系列文体赛事与活
动，目前报名人数已超过1300人，通过打造社区“十五分
钟文体服务圈”，让老百姓就近得到丰富多彩的社区文体
服务。

本报讯（记者 王文川）8月5日，2018瑞虹新城第二届
夏艺营“少年莎士比亚”开营。

活动中，小学员们抽签领取魔法信物，化身为绿野仙踪
奇幻之旅内的魔法人物，在轻松愉悦的中英双语环境里，与
导师和音乐剧演员们一起开启魔法国度的奇幻旅行。

作为瑞虹新城倾心打造的社区文化艺术品牌，本次夏艺
营旨在为小学员带来音乐剧艺术的启蒙教育，同时让孩子们
在寓教于乐的游戏过程中，尽情释放天性，培养团队精神。

全民健身日 市民畅享“运动大餐”
本区“共享运动场”再添丁，洛克公园虹足馆新亮相

夏季肠道传染病预防知识

嘉兴“百姓舞台”社区运动会开幕

科技体育嘉年华登陆军体俱乐部

垂钓运动 于“静”中有学问

招租公告

出租单位：上海长远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来源：自有房屋
房屋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 2288号鲁迅公园南大

门服务部
出租方式：整租 出租期限：3.5年 建筑面积：6平方米
租金指导单价：10元/平方米/天（成交价不得低于指导价）
租赁用途要求：与经营相关产业
联系人：施小姐 联系电话：65400009转资产管理部

瑞虹新城第二届夏艺营开营

本报讯（记者 路人）在大连路周
家嘴路附近的合生财富广场商务楼工
作的张智丽近日欣喜地发现，单位门
口出现了一条彩色步道。这条步道给
她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变化，她说：“过
去坐公交车到单位门口，现在到和平
公园站下车，就沿着步道走一段路上
班，人感觉精神了。”

记者从区绿化市容局了解到，为
了践行“街道是适合漫步的”理念，打
造高品质的特色街区景观，本区今年
对大连路虹口一侧景观进行了综合整
治。工程北起四平路，南至杨树浦
路。按照绿道建设标准，将原有人行
道路面铺装拆除，新增2.5公里彩色透
水沥青步道，满足市民健身休闲需
求。沿线还增设爬藤廊架、特色玻璃
钢座椅及特色坐凳等小品，同时还对
大连路虹口一侧沿线的绿地、人行道、
店招店牌等景观进行全要素调整提
升，涉及改造的绿地总面积近1.7万平
方米。

区绿化市容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说，大连路虹口一侧景观综合整治，在
设计上秉承“绿化、彩化、珍贵化、效益
化”的理念和精细化管理的工作要求，
利用简洁明快、色彩鲜明的植物优新
品种，增加美国红枫等色叶树等，打造
高品质的特色景观。改造后的大连路
虹口一侧，将新增绿地面积超过 1100
平方米，人行道新增乔木近150棵、花
灌木超过 450棵，引进 40余种花境植
物新品种。

改造前，大连路虹口一侧部分路
段缺少行道树，导致盛夏季节缺少遮
阳。同时，由于长阳路以南的大连路
采用的是“人非共板”形式，虽有指示
牌，但车道铺的是行道砖，骑行舒适感
差，人非混行、机非混行的情况时有发生。此次改造在昆明
路以南部分区域采用双排行道树的设计，用不同颜色的沥
青铺设了非机动车道和供市民漫步的绿道，并用绿化带进
行隔离，既减少了人非混行的安全隐患，又尽可能地增加了
遮荫面积和绿化覆盖率，提高市民的获得感。

此次改造还对大连路道路西侧的停车场进行整治管
理。大连路西侧有一定数量的利用建筑退界设置的停车
场所，特别是长阳路口北侧，进出车辆经常占压人行道，
存在人车混行的安全隐患。区绿化市容局会同有关部
门，协调相关的业主和物业单位，规范了停车位的设置，
在停车场与人行道之间增加绿化隔离带，确保车辆有序
进出。同时，在大连路西侧增加了绿化隔离带，实现人车
分离。在做好绿化的同时还充分考
虑了景观灯光，保证夜间照明的同时
也能展现道路景观。

目前，控江路以南的工程已实施
并基本完成，控江路以北待大连路架
空线入地工程完成后再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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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亮相的洛克运动场内，篮球爱好者们开展健身活动。 姚俊杰 摄

▲小朋友展示模型制作公开课的作品。▲垂钓爱好者临湖垂钓。 姚俊杰 摄

（上接▶1版）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创建工作，做文明人、行
文明事，既做文明的受益者，也做文明的践行者。

工作人员在全街道范围内的样板路段、主次干道、商
业大街、背街小巷等近30条大小道路进行现场查勘，统筹
完成公益宣传布点安排。各居民区、居委会办公室、活动
室、楼道、各窗口单位等按要求布置宣传栏、宣传板、海报、
台卡等公益宣传内容。在百人以下餐馆摆放了文明餐桌
台卡，并通过“嘉兴佳话”微信公众号等方式传达“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告居民书”，呼吁广大居民积极参与，同心共创
全国文明城区。

街道努力构建“环瑞虹社区”发展共同体，积极搭建居
委、物业及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平台，原本存在一定创全难
度的高档住宅小区，通过共同协商，有了创全氛围，改进了
垃圾分类等具体工作，将居民、物业公司、业委会与社区连
在了一起，解决了大家关心的问题。街道与区域化党建单
位华师大一附中联合开展关爱未成年人工作，老师以志愿
者身份走进了社区，通过“一路书香”微课堂系列课程，将
学校、老师与社区连在了一起，共同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街道还在海伦金融街等楼宇建立了党建服务站，弘扬创全
志愿精神，通过党建共建、互动共享，将企业、白领与社区
连在了一起，共同创建文明城区。

居民群众是创全工作的主体，更是创全工作的最大受
益者和最终评判者。在嘉兴社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只
有参与者，没有旁观者。

（上接▶1版）改造完成后，每户居民的房屋面积都在原有
基础上有所提升。

记者从区房管局了解到，作为老旧房屋相对较多的中
心城区，虹口自 2013年就启动了新一轮旧房改造计划，成
功完成新市南路1201—1211号、大连西路35—41号等多处
老旧房屋的成套改造工作，获得居民的广泛好评。相关负
责人表示，接下来，区房管局将牢牢把握“留改拆并举，以保
留保护为主”的原则，协调虹房集团等相关单位，争取在
2020年前对全区“可改、愿改”的老旧房屋启动成套改造相
关工作，进一步解决老房子厨卫合用的问题，让居民早日告
别“拎马桶”的日子。

“幸福”敲响144户居民家门

齐心创文明城区 共建高品质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