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泉居民区
聆听老党员初心故事

日前，福泉居委党员、居委干部
在党总支唐书记的带领下，走进社
区老党员周梅生的家中，倾听老党
员的初心故事。周梅生老先生今年
已经 90 岁高龄，党龄超过 50 年。
周老亲切地和大家分享了他入党前
后的几个感人故事，现场气氛十分
温馨。周老豁达、平和的心境带给大
家许多感悟，大家纷纷表示，听一个
90 岁的老党员讲他当年入党的故
事，既有许多收获也有许多感动。

绿一居民区
宣传非机动车安全
《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于 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为了让社区居民第
一时间熟悉新规要求，4 月下旬，绿
一居委邀请新泾镇派出所的民警们
来社区现身说法，将《条例》的相关
热点内容带到社区带给居民。
活动现场设在小区中心的主干

道上，来往的非机动车辆以及周边
停放的非机动车成了现成的案例，
警官们对照新规内容进行了细致地
讲解。现场居民积极地与民警们交
流互动，还就各自楼内的非机动车
现状请警官们解疑答惑。有居民表
示，要将自己学到的《条例》新规带
给楼内的住户，带领更多的居民做
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共同守护家门
口的安全。

刘四居民区
养老顾问政策宣讲

5 月 8日，长宁区养老顾问来
到刘四小区，为居民们带来了一场
养老服务的政策宣讲。课上，养老顾
问重点介绍了长宁区智慧养老为老
服务热线，任何关于养老服务的疑

问都可以拨打服务热线，由专业人
士为老年人解疑释惑并提供专业帮
助。老年人们得知有这样的热线服
务，纷纷竖起大拇指为有这样的为
老服务点赞，大家感受到了区民政
局对社区老年的关心。宣讲尾声，眼
科医生为老年人们科普了爱眼护眼
知识，对居民们提出的眼科问题做
了一一解答。

南洋新都居民区
放声歌唱感恩党
5月 14 日，南洋新都居民区举

办了以“庆祝党的百岁华诞，放声
歌唱感恩党———满满的六一回忆，
快乐的享受生活”为主题的歌唱活
动。活动在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和《大中国》中拉开
帷幕。随后，社区党员、老伙伴志愿
者和睦邻点的成员们纷纷上台为大
家献上歌曲。这次活动既有《唱支
山歌给党听》等经典红色歌曲，也
有《茉莉花》《让我们荡起双桨》等
脍炙人口的儿歌让大家回忆起童
年。活动氛围十分热烈，表演者们一
个个热情饱满、表情投入，演出现场
不时传来观众们的叫好声和鼓掌
声。此次活动即弘扬了爱党、爱国的
精神，又丰富了群众的娱乐生活，提
高了居民生活质量。

新泾家苑居民区
环境卫生整治

4月 28 日，新泾家苑社区党员
和社区志愿者用实际行动践行“我
为群众办实事”，切实解决居民群
众息息相关的环境卫生问题，努力
营造和谐卫生的人居环境。
此次活动以“建设文明城市，

践行绿色环保”为主线，开展了清
理杂草垃圾、清理乱贴乱画等为民
办实事项目。大家手持铁锹、铲子、
扫帚等劳动工具，在辖区打扫卫生
死角、铲除绿化带杂草、清运各类垃
圾，清理房前屋后及公共楼道内堆
积的杂物及小广告。活动现场呈现
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大家
热情高涨，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
以劳动为荣，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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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泾镇召开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专题会议

□记者 陈毓磊 整理报道

身穿“白大褂”
我是百姓健康的“守门人”
在疫苗接种工作中，有这样一

群人，他们不辞辛劳、坚守岗位，为
新泾镇的居民、企业员工接种疫
苗，他们就是新泾镇社区卫生中心
的医务工作者。
两个多月来，新泾镇社区卫生

中心的医务工作者们凝心聚力，团
结协作，打造“4n”战“疫”模式
（即 n个接种专场 +n辆流动接种
车 +n 场科普讲座 +n 项防疫任
务），全力守护辖区百姓健康。医疗
物资准备、专业咨询服务、疫苗接
种窗口，医务人员放弃双休、日夜
奔忙，只为给大家提供最安全、最
安心的疫苗接种服务。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健康

讲座活动，中心健康讲师团的党
员、团员讲师们下沉社区，向居民
进行疫苗接种科普知识宣讲，面对
面为社区居民答疑解惑，助力推进
疫苗接种工作。截至目前，社区卫
生中心共开展健康讲座 16 场，惠
及居民 1112人次。

穿上“绿马甲”
我是接种一线的“守护者”
维持秩序、指导扫码、核对信

息……连日来，新泾镇新冠疫苗接
种点上有一群“绿马甲”为疫苗接
种工作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这

些来自新泾镇机关、中心的青年志
愿者们，穿梭在排队等候的人群
中，为前来接种疫苗的人们答疑解
惑、维持秩序。每天接待数百人，交
流沟通上千次。
“您好，请出示身份证。”“请

问，您是第二针接种吗？”“请看一
下接种需知。”这样的话语, 党员
志愿者小王一天要说上数百次。作
为机关青年志愿者，每周她都要到
疫苗接种点服务2-3天。来自社区
服务办的她，同时也是一名基层残
联干部。白天，担任志愿者小组长的
她忙着接种点的服务工作，她总是
来得最早、走得最晚；交接班时，她
都要耐心细致地一遍遍确认咨询内
容、接种安排、志愿者情况等等。傍
晚回到办公室，小王顾不上休息，拿
起电话挨个儿关心起几个困难残疾
人家庭的近况。她说：“到一线工
作，这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担当！”

开出“流动车”
我来构筑坚固“防疫墙”
新泾镇辖区东西向跨度较

大、商务楼宇与居民毗邻，因此，
新泾镇在缤谷大厦、工贸小区、协
和家苑、新泾北苑、百联西郊、建
韬广场等 6 个点位开设疫苗接种
流动车临时点 9次。疫苗接种巴士
作为疫苗接种点的有效补充，自 4
月 17 日至今已安排 19场、完成接
种 7110 针。
流动接种大巴后门，一个皮黄

色的纸箱，引起了居民的注意。平
平无奇的快递箱，为什么会出现在
疫苗接种车的后门？原来这是利众
物业公司的安保志愿者，为防止疫
苗接种完毕后下车的市民脚踩空
而跌倒，特地放在这里垫脚用的。
小小的纸箱，传递着暖暖的关爱。
考虑到老旧小区的适龄人群

中老年人偏多，新泾镇还启用了新
冠疫苗接种接送专车。在指定日
期，由居委会组织班车接居民至接
种点，留观结束后再由居委干部带
队返回小区。
63岁的黄阿姨是淞虹公寓的

居民，一上车就感叹，“我们国家
老好哦，可以免费接种疫苗，我们
这个岁数的老人很需要保障的，
其他事情还要考虑一下，打新冠
疫苗想也不要想，一定要打！新泾
镇也做得老好咯，还专门派车接
送。”截至目前，新泾镇已安排
388 车次。

从 3月推进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以来， 截至 5 月 16
日，新泾镇（含临空）两个多
月来共接种 106708 剂疫
苗， 让辖区居民全过程感受
细致、周到、热情的服务。 超
10 万剂的背后，离不开许许
多多坚守在疫苗接种一线的

医务工作者、 志愿者的辛勤
付出。 在新泾居民的心目中，
他们无疑已经成为 “这个春
天里最美的身影”。

这个春天里最美的身影
———致敬新泾镇疫苗接种一线的劳动者

5月 17 日上午，新泾镇召开疫
苗接种专题会议，认真传达 5 月
15 日区疫苗接种专题会议精神，
全面部署下阶段新泾镇疫苗接种
工作。镇党委书记卞晓清主持会议
并讲话。
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镇相关

职能科室、中心、社区单位、鑫达实
业总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卞晓清就区专题会议精神，

进行传达部署。下阶段新泾镇的
疫苗接种工作，要做好四方面工
作：一是明确工作要求，确保必
须完成、全力提前完成。二是落
实有效举措，即“设点”：选举当

日在各小区设置疫苗接种扫码
点、在百联西郊设置疫苗接种固
定点、在绿谷别墅设置别墅区疫
苗接种点；“扫户”：运用科技赋
能和传统上门相结合的方式、居
委会人员和购买服务人员相结合
的方式，针对性地开展精准扫
户；“扫街” 结合国家卫生镇创
建等工作，组织开展大型专项整
治行动，同时张贴群体防疫标
记；“扫楼”联合临空园区，加强
专班对接和居民区对接, 开展精
准扫楼；精准排查经联社成员疫
苗接种情况。三是精准宣传发
动，加大疫苗接种过程中好人好

事的宣传力度，以广泛宣传加快
接种速度、加速接种进度。四是
全面督办落实，各科室、居委会及
社区单位要做到带头落实、数字落
实、举措落实。
王炜指出，疫苗工作作为当前

重要的政治任务要统一思想、全力
以赴，千方百计、攻坚克难，并持续
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发动“三个
圈”，积极发动家属圈、朋友圈、工
作圈；二是做到“三个发力”，宣传
要精准发力、行政要有效发力、各部
门要综合发力；三是做好“三个落
实”，团队责任落实、工作举措落
实、服务保障落实。

大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