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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地图艺术绘 一场初夏的相遇
6月 4 日下午，曹家渡社区慈善帮扶协会
充分发挥慈善互助平台的桥梁纽带作用，链
接协会爱心单位资源， 在曹家渡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六楼开展了 “‘童’ 庆建党 筑梦成
长”——
—艺术绘特别活动。参与本次活动的有
曹家渡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善琴， 曹家渡社
区慈善帮扶协会会长陆海明， 曹家渡社区慈
善帮扶协会副会长郑志林、范建辉，曹家渡社
区慈善帮扶协会理事周玉成、章珏、吴贇、张
晔等， 活动现场还邀请了退役士兵代表崔元
名以及“社区地图艺术绘”儿童创造营的志
愿者、小朋友和家长们。
一曲手风琴演奏《我和我的祖国》拉开了
本次活动的序幕，曹家渡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
善琴进行了现场致辞，她表示慈善帮扶协会近
年来关注“人人慈善”的公益理念，这离不开各
级政府的关心支持，更离不开爱心企业的社会
担当，希望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儿童青少年的健
康成长。 崔元名为小朋友们讲述了他曾经驻守
在我国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马兰的革命故
事。 孩子们认真聆听崔老先生的英雄事迹，红
色精神为青少年的成长之路注入不竭动力。
今年 5 月， 为了让曹家渡街道的孩子们
更了解社区， 曹家渡社区慈善帮扶协会携手
上海静安区众爱社区公益服务中心及华东理
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团队共同组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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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社区地图艺术绘”儿童创造营。 通过 6
节课程，孩子们体验了石头彩绘、剪纸、黏土
等多种艺术形式， 了解了社区里的景色、建
筑、标识、人物等不同方面，展示孩子们眼中
的社区，感受社区的人文关怀。
小朋友们通过参与本次“社区地图艺术绘”
活动不仅提高了交往能力、 协作能力及团队
意识， 还认识到了社区是我们所热爱的
“家”，小朋友作为社区的“小主人”，也可以
共同为创建美好社区贡献力量。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砥砺奋进百
年，始终关心关爱少年儿童成长成才，这不仅
是党最温柔的牵挂，也是曹家渡社区慈善帮扶
协会最深远的牵挂。 曹家渡街道社区慈善帮
扶协会始终坚持为有需要的孩子们提供帮助
和赠送温暖，将慈善帮扶落到实处，真情奉献
温暖社区。 今后街道也将继续行动起来，不忘
初心砥砺奋进，为儿童创造良好而温暖的成长
环境，让祖国的未来能够健康而快乐地成长。
（服务办）

梦幻“六一” 童心飞扬
□ 记者 廖荩薇 整理报道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庆祝
第 71 个国际“六一”儿童节，引导广大儿童
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曹家渡街
道举办了系列庆“六一”活动，为辖区内的儿
童送去节日的祝福。

童心向党 快乐成长
位于 889 广场的重影书局前段时间来了
不少小朋友，他们都翘首期盼一位老爷爷来
—退役军人叶宏佐。 叶宏佐 1961
讲故事——
年 8 月入伍，参加过越南战争，曾被空军授
予科技管理先进分子称号， 荣立过三等功。
叶宏佐告诉孩子们， 以前军队条件都很艰
苦，没有高级的飞机大炮，吃得也很简单，但
是军人们都秉着为国家为人民 “抛头颅，洒
热血”的信念，用自己的生命捍卫国土完整，
保障人民安全。 孩子们听得入迷，家长们也
重温了那段峥嵘岁月， 纷纷表示要不忘历
史，珍惜如今拥有。
为什么孩子做作业总是拖拖拉拉？ 我一
直表扬孩子， 鼓励孩子， 怎么她还是没有自
信？ 孩子一回家就锁房门， 不愿意跟我们交
流，怎么办？ 带着这些育儿途中的种种疑问和
困惑，家长们齐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聆听上
海大学兼职心理咨询师，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顾蕾带来的讲座《正向沟通——
—激发孩子
的学习动力》。
顾蕾用“换位思考”开场，假如家长 8 点
上班，16 点下班，回家还要加班到 9 点，周末
也要加班，能不累吗？ 而学习之于孩子，也是
一种“工作”。 顾蕾说，能体谅孩子的辛苦，也
是正向沟通的良好开端。 家长要做的，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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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给予“你很棒！ ”“你做得好！ ”这样单纯的
表扬，而是需要给到孩子反馈，既要肯定孩子
的能力，又要让孩子知道他哪方面值得表扬。
孩子需要被理解， 需要得到家长的认可
和信任。 家长说话的语气、肢体动作，一个眼
神和表情， 都能体现出家长内心的想法和态
度。 因此，正向沟通的意义就在于，以平等的
视角，肯定孩子的某个具体动作或者事情。 自
信不是天生的，是靠着一点一滴的肯定，积少
成多，累积起来的。

寓教于乐 崇尚科学
“六一国际儿童节” 是孩子们的专属节
日，街道“宝贝计划屋”项目邀请上海杂技团
开展了一次庆六一大型亲子活动。
活动邀请了辖区内的 50 余户家庭来到
曹家渡街道社区片文化活动中心， 观看大型
杂技魔术表演， 让艺术与孩子们来场零距离
邂逅。 晃板踢碗、魔术教学、三人柔术、舞空竹
等精彩的演出。 杂技表演还融合了许多中国
风元素， 从小培养孩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认知， 在玩得开心的同时也会学到一些小知
识。
近日，“2021 年曹家渡街道科技节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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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 在曹家渡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隆重
举行。 活动以 “百年回望 崇尚科学 自立自
强”为主题，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黄泽林，静安
区业余大学校长、 曹家渡街道科协主席蒋中
华， 静安区科协协会部部长曹琦华共同启动
2021 年曹家渡街道科技节。
启动仪式上，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曹家渡街道科协副主席陈波，
带来了他们的首部 4D 科幻动画电影《荧火》
概念片。 该片是由“上美影”厂牌与上海科技
馆、嫦娥奔月航天科技（北京）、航天科学家、
工程师、艺术及动画领域先锋人物共同合作，
为大家带来了丰富的科学知识，计划于 2021
年底至 2022 年初上映。 上海戏剧学院的专家
教授和静安区第二中心小学的小朋友们也带
来了百年科技回顾音乐情景党课 《科技报
国》。
今后，街道将继续采取下沉式的服务，不
断盘活家门口的资源，在曹家渡新时代文明实
践的“站点、项目、需求、服务、专长和成长”六
个维度上，推出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通过科
技进学校、科技进社区、科技进楼宇……让街
道的每一处都增添科技的元素， 点亮科技的
色彩，让更多的科技创新创造成果“飞入寻常
百姓家”。

近期， 曹家渡街道社区党
校特邀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
演员、白玉兰戏剧艺术表演奖
主角奖获得者、民盟中央青委
委员、上海市青联委员、上海
市徐汇区人大代表傅希如及
其团队，以“国粹京剧中的红
色基因”为主题，带来了一堂
特殊的京剧党课。 各街镇社
区党校代表、 区域化党建单
位 、“两 新 ” 楼 宇 党 员 、 新 发
展 党 员 共 计 70 余 人 参 加 了
本次党课。
京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
表， 作为国粹需要在当代年轻
群体中进行推广与弘扬。 党课
开场， 傅希如带来了上海京剧
院最新根据刘和平作品《北平
无战事》改编创作的现代京剧
《换人间》精彩选段，通过艺术
手段传承红色基因， 引领党员
们回溯和平解放北平、 新中国
成立的历史瞬间， 感悟共产主
义信仰的永恒力量。
党课中，傅希如通过全面
讲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故事，以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京剧题材
为切入点，用讲、演、多媒体、体验、互
动等多手段相结合， 打造了有别于传
统讲座的全新互动模式，寓教于乐，体
验新颖，回答了“是什么力量给了杨子
荣铁胆豪气？ ”是来自对党和人民的赤
诚忠心。 正是因为这份始终对党信任、
对党忠诚的信念， 让杨子荣拥有铁胆
豪气， 激励他跨越艰难险阻， 勇往直
前。 党员们沉浸在国粹之美中，在京剧
艺术中感悟红色故事的启示、 体味传
统文化的魅力。
当天， 还有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高
昕奕和刘帛竺给党员们带来了京剧片段
《坐宫》《沙家浜》《杜鹃山》，让大家更
具象地了解了京剧文化。 台上表演者娓
娓道来，台下观众频频喝彩。课程即将结
束时，全体人员在傅希如老师的指导下，
合唱了脍炙人口的京剧选段， 将现场气
氛推向高潮。
曹家渡街道社区党校坚持学习党史
与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相贯通， 将继续通过开设系
列特色党课，让党员们“喜听、爱听、想
听”，进而在“聆听、感悟、共鸣”的氛
围中加深党史学习教育成效， 传承红
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走好新时代长
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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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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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演练

防汛防台应急演练

为进一步提高基层防汛和应对突发性事
件的能力，确保本街道区域遭遇暴雨台风时，
快速、有效、有序地实施抢险救援工作，检验
应急队伍集结速度、 防汛抢险设备及使用情
况， 曹家渡街道防汛办 5 月上旬在瀚林府邸
小区开展了防汛应急演练，叶庆居委会、静安
置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瀚林府邸物业部共
20 余人共同参与本次演练。
此次防汛应急演练模拟的背景为瀚林府
邸小区因台风及连续强降雨造成小区地下车

库积水、部分树木倒伏，曹家渡街道防汛指挥
部接报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组织静安置业
应急抢险队伍赶赴现场进行抢险。
当天下午， 参与演练的人员在瀚林府邸
机动车地下车库前迅速集结完毕， 演练总指
挥街道防汛办公室负责人对本次应急演练进
行了工作部署， 明确了各组人员在抢险过程
中的职责和任务。
演练中，“安装挡板、构筑沙袋、设置警戒
线、启动抽水泵”等演练内容有序开展，居委

会志愿者同时配合宣传， 适时向居民传达
灾情汛情。 通过本次演练，进一步提升了各
支队伍的应急反应能力， 同时也发现了一
些尚有欠缺的环节。 街道防汛办将督促各
责任单位继续完善防汛预案、 完备防汛物
资，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街道防汛应急
抢险队伍在关键时刻能发挥作用， 为辖区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筑起一道坚不可
摧的防线。
（管理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