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小学生的七彩社团： 为了让一年级新生感受小

学生活的乐趣与美好， 学校在课后服务第二时段

“七彩社团”提供了雪花片、蘑菇钉拼插画、儿童简

笔画、五子棋、跳棋、飞行棋、手工折纸等活动项目。

根据教师的特长，每天选择其中一项，孩子们在快

乐的活动中学习技能、增强思维。学校还引进了《乐

高机器人课程》， 提高学生计算机编程和逻辑思维

能力，提升综合素养。

■ 初中生的七彩社团： 学校构建了以艺术为引

领，体现“五育并举”的七彩社团活动，创设条件培

养学生的 7C 核心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学校提

供丰富的社团活动“大菜单”，如舞龙舞狮、红鼓、

马林巴、写意国画等。 七彩社团中的舞龙舞狮是集

愉悦、运动健身、陶冶身心及娱乐为一体的运动；红

鼓、 马林巴是学校少年宫开展的一个特色项目，学

生通过活动感受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增强集体主

义观念，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操；写意国画帮助学生

了解中国画的类别， 学习写意花鸟的绘画技法，掌

握基本的用笔、构图方法。

■ 和校长有约： 每周五下午，学校推行“和校长有

约”周末观影活动，用电影构建学生学习的共同体，

丰富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提升审美情趣和审美鉴赏

力，助力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龙泉学校将继续挖掘各类教育资源，将五育融

合与艺术育人紧密联系，以艺术为引领，开展更加

丰富多样、五育融合的社团内容，促进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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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悠长国风 潮·中山腔调
———上海中山幼儿园开展国潮多元文化日活动纪实

    近日， 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旗下的上海中山幼

儿园把【国潮】定为中山的「多元文化日」主题，期待以

有趣、 好玩的教育方式与手段一步步引领孩子了解、

接触、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幼儿对传统文化的认

识，期待幼儿可从「自我的独特」中认知多元的差异。

   此次活动，中山的老师们精心构想，带来各种各

样的摊位，让小朋友认识更多的国货，体验感知中

国文化的各种产品。 这些摊位分别有：K1 带来榫卯

智慧摊， 让孩子从体验中看见中国古老的建筑智

慧；K2 的雅乐轩， 让孩子感受各种民族乐器不同的

音色及演奏方式，认识二胡、琵琶、大鼓、笛子等民

族乐器， 感受中国民族乐器的丰富和独特；K3 的国

货当道摊位，直接打开孩子的视野，让他们搭上时

光机，看见琳琅满目、不同年代的国货；K4 的敦煌文

创摊位，让孩子通过对敦煌壁画的欣赏，了解莫高

窟的由来，知道窟内壁画的类型和色彩对比；后勤

老师施展魔法弄出了色香味俱全的国潮美食摊，有

如舌尖上的中国； 艺术老师 Miki 以十二生肖为中

国传统的艺术象征，让孩子在彩绘中认识传说与故

事；外教团队带来的扎染及风筝博物馆馆长带来的

国潮风筝， 都让孩子实际看见中国经典的传统技

艺。 在欣赏各种国货、观看表演的过程中，孩子们也

能感受中国古人的智慧，激发民族自豪感。 在这里

的每一个摊位，都有它的特色与意义，因为从表现

形式来看，「国潮」 既可以是体现中国文化的复古

中国风，也可以是展现国际潮流的创新中国风。 当

天，除了摆出各式各式的国潮摊位，各班也为国潮

服装秀用尽心思，以各种姿态展现国风服饰独一无

二、自然的风范。

「中山多元文化日」是上海中山幼儿园重要的传

统节日，幼儿园希望这样的节日能一直提醒着我们，

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并希望孩子在幼儿园阶段有体

验和获得多元文化认知、情意与技能知能的机会。

灼灼茵华 激情小江
———嘉定区华江幼儿园开展足球特色课程交流活动

    2021 年 11 月 1 日，在区教育局相关部门的牵

头下，上海市校足办副主任王江宇，上海大学体育

学院副院长卢高峰，徐汇区体卫科艺科科长、上海

市校园足球发展中心专家阮惠琍，嘉定区足球协会

秘书长顾玉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朱平等调研组专

家，以及足球联盟幼儿园的小伙伴们来到华江幼儿

园，共同探讨幼儿足球课程的实施如何更优化。

在天空足球场进行大班《小小神射手》足球教

学活动展示，由前国家队女足运动员、华江幼儿园

足球项目组长李莉执教。 孩子们所展现的良好足球

素养、不言放弃的学习品质，李莉老师在活动中对儿

童的全面关注和有效助推，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副园长季燕婷以“关注‘动商’，玩转“足球”，

构建特色运动课程”为主题，交流幼儿园在足球特

色课程实施与构建的相关思考与经验。 当足球遇见

学习，会建立观察的习惯和探究的能力；当足球遇

见生活，会形成坚韧的决心和团结的默契；当足球

遇见游戏，会拉伸思维的广度和处事的变通。

调研组专家对幼儿园足球课程的实施工作给

予肯定，希望华幼可以再进一步深入挖掘园本足球

课程的内涵， 充分调动发挥幼儿的创造力和应变

力，积极发挥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的作用和优势。

对儿童而言，在足球运动中获得的体验，其意

义已远超身体行为本身。 华江幼儿园也会秉持着

“健康运动”的课程理念，充分发挥全国足球特色

幼儿园的优势， 继续在足球道路上进行探索和发

现。 相信华幼的每一个孩子将启梦“足”下，跃出自

我，在运动拼搏中茁壮成长。

    2019 年 3 月，华江幼儿园有幸被评选为全国足

球特色幼儿园，作为全国第一批足球试点幼儿园。 两

年多来，华幼不断积极构建足球特色课程，致力于足

球项目研究， 力求通过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足球活

动，让孩子和家长逐渐感受到幼儿足球的魅力。

归集红色档案 传承“省吾”薪火
———上海市省吾中学开展红色档案资源调查和目录归集工作

   自学校创立以来， 培养了两万多名祖国的建设

者和接班人，他们中有著名的省吾三烈士———陈仲

信、周维民、唐林宝，有中国工程院院士郭豫元、中

国第一代女飞行员沈靓、参加我国第一架轰炸机和

第一颗原子弹制造工作的高级工程师朱营福等各

领域杰出人才。 他们从省吾出发，为建设我国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鞠躬尽瘁、呕心沥血。

作为这样一所拥有深厚红色底蕴的学校， 省吾

中学高度重视红色档案资源积累和管理， 并根据

市、区两级档案主管部门要求，积极开展红色档案

资源调查和目录归集工作。 近日，学校李学芳校长、

强薇书记与施颖副校长邀请了经验丰富的原学校

档案负责老师来校讲解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档案目

录编制的心得与体会，现任档案负责的老师深受启

发，在深刻认识校史的前提下，深挖红色档案资源，

进一步补充和整理档案。

据了解，校史陈列馆有 214 平方米，共分 4 间，

分别展示了“省吾创建、革命据点、民主堡垒、基地

风貌、省吾情结、今日省吾”六大部分，其中珍藏了

省吾中学创办至今 70 多年发展中的许多革命文物

和历史照片，反映了省吾创办、建设、发展、传承的

历史变迁，更体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省吾中学为国

家建设做出的积极贡献。

学校通过这次红色档案目录归集工作，更好地挖掘

了红色历史，传承了红色基因，更坚定了省吾人践行“省

吾精神”的决心。立足新时代，全校教工将在教育实践中

努力践行“服务创造”的校训和“活教育”思想，为每一

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而努力。

多彩校园七彩梦 助力“双减”落地
———金山区龙泉学校有序推进“双减”工作

    金山区龙泉学校以“学校尽心，学生开心，家长放

心，社会安心”的课后服务为目标，充分结合学校“艺

体见长，全面发展”办学特色，适当引入社区公益、青

少年活动中心等校外力量，把课后服务的惠民实事做

精做好，让学生在校园生活中享受幸福、健康成长。

    上海市省吾中学建立于 1945 年，是上海市圣约

翰大学总支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及中央、 上海地下

学委的指示精神直接创办的一所革命据点学校，也是

当时上海唯一由地下党直接创办领导的一所学校。

    为打响上海“四大品牌”，服务松江企业，

围绕松江区关于科创、人文、生态现代化新松

江和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建设的发展大局，

按照 2020 年 11 月 13 日周诚副区长的批示精

神， 松江区消保委助力区内企业参与 2021 年

上海特色伴手礼评测活动，取得了“二金一银”

的丰硕成果。

“伴”随上海 “礼”遇松江
———松江区消保委积极助力松江经济发展、服务质量强区建设纪实

■ 发掘三个特色 打造松江名片

松江区消保委发掘本地特色， 注重地域认证，

重点选取和邀请了极具松江特色，具有独特优势的

企业和产品报名，奠定了参评企业和产品精挑细选

的良好基础。

其次，也结合松江历史底蕴、人文特色、科创亮

点，邀请专业人士给企业传经送宝，传授经验，使企

业在产品筛选、报送、展示和评测环节，与历史人文

和企业文化相融合， 引发消费者与专家评委共鸣，

获得广泛认同。

这次参评的产品都充分体现了参评企业的特

色，将旅游景点与遗址古迹、人文与传承、品质与创

新、美食文化与工匠精神相融合，无不体现了企业

和产品的特质，征服了广大消费者和评委。

■ 发出三重声音 打出企业亮点

松江区消保委在此次测评活动中分层次发声、

择对象发声、按节点发声，通过各类渠道，积极宣传

上海特色伴手礼活动并发布推文，获得了极大的关

注和宣传效果。 在永丰街道、叶榭镇、区市场监管局

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了影视科技和食品科技消费体

察活动，让消费者代表深入了解松江区影视科技和

食品科技独特魅力，使伴手礼产品在参选前就获得

广泛认可。

按照往届伴手礼活动的经验，除广泛发动企业

参评外， 还借力相关协会动对接区伴手礼参评企

业，分类重点推动。 协助企业解读方案，筛选产品，

做好报名和参赛服务；上门走访，指导入围企业理

解规则，做好对接；提出最终决赛展示内容的改进

建议，并全程陪同参赛，做好跟踪和保障；在参评结

果出炉后，果断通过市消保委微信号，松江融媒体，

继续发声宣传，扩大影响力。

■ 发扬三种精神 打响上海品牌

松江区消保委发扬大调研精神，从上海特色伴

手礼活动之初， 在三个阶段 13 次实地走访调研企

业，为企业参评问诊把脉，提供助力。

其次发扬大体检精神，沟通对接全覆盖，结合“我为

群众办实事，我为企业大体检”活动，将伴手礼评测

活动作为加强与企业联系互动，和参评企业建立紧

密联系沟通机制的契机，及时沟通协调，跟进解决

困难和问题。

同时，秉持着“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店小二

精神，积极履行优化营商环境的职责，不仅在各轮

参赛环节做好跟踪陪同，还积极争取上级领导工作

支持，邀请了市消保委唐健盛副秘书长一行实地调

研，两次指导伴手礼参评企业，使企业获得宝贵经

验和坚定信心。

下一步，松江区消保委将认真梳理、总结历届

和今年伴手礼评测活动的经验，引导和发动辖区企

业，继续参评 2022 年上海特色伴手礼评测活动，助

力松江经济发展、服务质量强区建设，力争使我区

产品入围长三角伴手礼名录，助力长三角 G60 科创

走廊建设高质量发展。

    为进一步以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现代化治理

能力，深化“一网统管”体制机制建设，提高全镇治

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高境镇城

运中心以“高效处置一件事”为核心以实体运行为

目标，以“1＋1＋5＋N”为城市运行管理架构模式，

在城市运行管理中突显网格巡查、综合管理、扁平

处置、责任到人、智慧赋能、联勤联动六大功能，做

到事前精细管理、事发迅速响应、事中高效处置、事

后绩效评估，真正将网格工作任务落实到实处。

■ 组建网格队伍 提升运行水平

高境镇积极优化城市运行处置队伍，不断改善

人员结构，提升团队综合能力水平，为城运中心全

面建设提供了支撑。

据了解，全镇目前共划分为 10 个城运网格，城

运中心下设 5 个城运管理站，每个管理站分别管理

2 个城运网格。在城运中心统一管理和协调下，各职

能部门立即开展城市运行管理工作，结合原第三方

人员，成立了一支集公安、城管执法、市场监管等部

门组成的 7×24 小时城市运行综合处置队伍，形成

了社会服务、城市管理、社会治安“三网融合”；城

运网格、警务责任区、综治网格等“多格合一”，提

高了队伍能力。

同时，高境镇城运中心也正在探索形成“人工

智能分析、视频实时指挥、单兵现场处置”的网格一

体化作战模式，并就队伍管理机制进行完善，在后

续工作中， 城运中心还将进一步扩大城市运行队

伍，逐步形成一个无缝隙治理的强大团队。

■ 优化治理环节 拔高工作效益

城运中心坚持问题为导向，不断优化城市治理

问题的发现、处置环节，向“高效处置一件事”不断

进发和摸索。

在发现环节，城运中心一方面运用科技提高能

效，将“三合一”感应、无人机、智能用电、烟杆监

控、移动单兵设备、无人机等设施纳入巡查场景应

用，将各类问题采集发现渠道融合，以全面掌握城

市问题，并进行统一的派发和督办，通过智能化发

现、合理派单、处置反馈，形成闭环管理。

另一方面在巡查中主动发现问题。 城运队伍从

民众需求出发，为及时、迅速改善与解决民生问题，

队伍白天 16 小时不间断执勤， 夜间 8 小时值守处

置和部分重点点位的巡查，使得事件的发现与处置

变得更快捷、顺畅。

在处置环节，普通的案件通常只要 6 步就能闭

环完成，遇到难点问题，城运中心平台将发挥联勤

联动优势进行集中处理。 若还无法处置，则召开分

管领导联席会议，制定专项整治方案，牵头各部门

共同处置，以扁平化管理提高问题发现、问题处置

的效率， 该流程往往只需要 10 到 30 分钟的时间，

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目前， 城运中心各项系统功能搭载初显成效。

在城运平台新模式之下， 城运中心改变思路与做

法，围绕城运平台，发挥联勤联动机制的优势，全面

提升了现代化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下一步，高境镇城运中心将继续认真践行“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统筹

协调与综合保障，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各类问题跨

部门、跨层级、跨领域解决，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精细

化水平与现代化治理能力， 为提升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而不断努力，为高境和谐发展

保驾护航。

    城运中心是城市治理的核心载体， 在城市

整洁、规范、协调有序、安全、文明的建设上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强化治理体系 建设和谐高境
———宝山区高境镇城运中心积极探索城运工作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