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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平安马甲冶坚守 确保节日安宁

春节期间虹梅区域无“燃点”

截至 2 月 22 日元宵节当天，古美地块某
小区一位张姓居民来到居委会上缴自家存放
的一塑料袋烟花爆竹为止，虹梅街道各居委接
受居民上缴的烟花爆竹 3 批次，近千枚爆竹和
烟花产品。同样截止到元宵节当天，据街道平
安办公室的统计，全社区在节日期间没有发生
一例燃放事件，自除夕夜、大年初五到元宵节，
进入 2016 年的头两个月，全街道数百名志愿
者们始终值守、巡逻在各个角落，确保了整个
社区在节日期间安宁。期间，街道党工委、办事
处及相关部门以贯彻实施《上海市烟花爆竹安
全管理条例》为核心，周密安排部署，认真组织
实施，主要领导直接牵头，并亲率各职能部门
深入社区了解实情，与在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
志愿者一起巡逻，慰问值班中的居委干部，形
成上下联动，彼此呼应的协防机制，为赢得春
节
“禁燃”
工作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周密部署无一疏漏
根据徐汇区委、区政府提出的要求，1 月 7
日、2 月 3 日街道两次召开春节期间烟花爆竹
安全管控部署会议，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工作
方案，
并针对重点时段详细部署了平安志愿者
巡逻方案。 除夕夜、初四夜，元宵节，街道党
政主要领导深入社区，时刻关注小区动态，走
访慰问社区消防平安志愿者。
早在 2015 年底，
“禁燃”工作就已经在全

每个小区楼道，一旦发现有居民准备燃放时，
主动进行宣传劝导，切实做到零燃放。社区保
安队全体队员渗透到每个主要街面道路, 街道
消防联防中队安排队员巡查，密切掌握隐患情
况，
确保万无一失。居委干部还积极深入排查隐
患，以保持消防器材完好、数量充足、消防通道
畅通。街道平安办在重点时段派工作人员专门
对每一个社区都加强了巡逻守护和现场督查。

强化宣传有效防控
“今年小区春节‘静悄悄’，无论是除夕之
夜，还是迎财神的黎明……”之所以取得如此
好的效果，一方面通过居委前期的大力宣传，
倡导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理念，让居民提高认
识；另一方面由居委、物业、及居民群众组成的
管控志愿者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古四居委社
工曹雅娟，同时也是一名社区平安志愿者，其
父亲患病住院，而她却在大年初四的“迎财神”
之夜，
坚持 14 个小时不离岗位，直至第二天。
开展工作以来，全街道共悬挂烟花爆竹消
防宣传横幅 49 条，定做烟花爆竹消防宣传卡
姻古一居委志愿者的年夜饭期间值守在岗位上袁一起守过一个不眠之夜
古一居委
片 5000 张，印制烟花爆竹管控倡议书 2000
份。同时，在虹梅路 2019 号设立烟花爆竹临时
街道展开。高密度开展宣传活动，越接近节日， 区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回收点, 并有专人负责回收。街道共收到居民
宣传和动员工作越加强，进入 2 月份，
“禁燃” 并带头值班巡查。街道组织 400 多名社区平安 主动上缴的烟花爆竹 4 例。虹梅街道四个重点
宣传和检查工作更是无缝隙地开展，期间，街
志愿者到 13 个居委 23 个小区主要广场坚守 阶段平安志愿者参与人数为 160 人/天。
洪梅萱
道党工委明确了以各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为小
宣传，特别是在凌晨时段，组织志愿者渗透到

小小城市定向赛 虹梅孩子“嗨”起来

虹梅社区“虹之声”
合唱团成立
以“阿卡贝拉”演唱为特色的虹
梅社区弘美艺术团下属的“虹之声”
合唱团，日前宣告正式成立。“虹之
声”的成立，实在街道和文化局领导
的大力支持下，由一群来自社区和社
区内企业白领喜爱音乐的白领们聚
集到一起，为共同研习
“阿卡贝拉”这
种人声表演的新型形式的合唱而成
立的一个团队。经过投票表决，最终
以“虹之声”作为该团的统一名称，并
于新春佳节期间在上海市南供电实
现首秀。
阿卡贝拉（意大利：A cappella 、
即“无伴奏合唱”
）的起源，可追溯至
中世纪的教会音乐，当时的教会音乐
只以人声清唱，并不应用乐器。目前
在全球拥趸者无数，特别在年青人中
流行；在亚洲，这一艺术形式广泛受
到日韩等国年轻人的欢迎，此前在虹
梅街道开展的“炫动虹梅-文化进园
区”
活动中，来自新加坡、台湾等地区
的青年阿卡贝拉演唱团的演出，曾在
漕开发园区内引起不小的轰动。为顺
应虹梅社区年轻白领众多、业余生活
质量需要不断提升提高的现实需要，
虹梅街道通过近半年的筹备，正式成
立阿卡贝拉合唱团，目前拥有团员近

10 人。据悉，该团目前正在向社会广
泛招募团员，只要对音乐有爱好，并
对合唱这一艺术形式有兴趣的人群，
都可以前往报名，参加培训。
担任该团指挥的是来自华东师
范大学音乐教育学硕士俞璟安，本人
以男中音见长，是目前社会上具有独
立音乐教师资质的资深音乐人，并日
常担任合唱指挥和作曲。目前，他还
担任了 VIVA Singers 室内合唱团团
长及指挥、华东师范大学 VIVA 合唱
团助理指挥、自然之声亲子公益合唱
团创始人及指挥、上海阿卡贝拉中心
高级教师等职。
乐团负责人表示，若您有意前往
报名，只要略懂音乐，热爱音乐，并有
一些基础的乐理常识（识谱等），欢迎
前来。
梁琳珊
联 系 电 话 院64018529 陈 先 生
钱先生

“学雷锋日”志愿服务欢迎您来参与
每年的寒假都要过，今年的寒
假对于虹梅社区的中小学生们来
说，
显得尤为不同。春节前夕的古美
小区，瞬时变成了孩子们的天堂，这
天，一项名为“炫动虹梅冬令营-古
美小区城市定向赛”在这里鸣枪开
赛。
这项专门为孩子们度身定制的，
以往只适合于在成年人中进行的比
赛，
由于创新了比赛规则，将学龄孩
童们更有兴致、更贴合的内容进行
嫁接，吸引了全小区 40 多名孩子前
来报名参赛。比赛名为 8 个小组，将
古美小区内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作为起、
终点，古美小区内各居委作
为赛点，既考虑到孩子们的比赛安
全，也让孩子们更真切地了解自己
所居住的居民区，这一形式获得了
孩子家长们的欢迎。

比赛中设立的赛点，结合中小
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
将朗读课本、
书法学习、踢毽子、
背诗歌等考虑在
内，对孩子们来说没有多少难度，
却
增添了积分兴致，孩子们逐一完成
了赛点设置的各项任务，一个个顺
利地向比赛终点挺进。
比赛过程中，
孩子互相帮助，
相互提醒，
在没有家
长在身边的情况下，遇到困难彼此
协同克服，遇到难题，
大家分头想办
法解决，遇到小伙伴之间发生了一
点小矛盾，大家互相解释几句，
一切
就都 OK……如此欢乐，如今的大
人又有几个能享受得到？
同一天，作为“炫动虹梅冬令
营”的各个组成部分，
老少乒乓擂台
赛于当天下午在桂林苑举办。虹梅
辖区内的虹星、
虹南、
桂林苑等居民

区纷纷派出自己的小选手和乒乓球
爱好者参加比赛。他们不分男女老
少，展示了社区居民快乐和健康生
活态度。
五子棋赛，在眼下的校园里有
着广泛的青少年爱好者。冬令营又
岂能放弃这一吸引孩子们前来参与
的机会？在这场冬令营五子棋比赛
上，航天、永兆、钦北三个小区的 30
名中小学生前往参与，并互相在竞
争激烈的棋盘上厮杀博弈。这天的
航天居委活动室，孩子们紧张而有
序的等待着比赛的号令声，共有参
加了此次活动。五子棋是众所周知
的棋类活动，好学易懂、老幼皆知。
五子棋的对弈，既有助于锻炼思辨
的洞察力，也培养了孩子们的大局
观和全面思考问题的能力。 蒋立

每年的 3 月 5 日是 野学雷锋
日冶袁这一天被很多人看做是一年中
志愿服务最重要的日子遥 今年 3 月 5
日袁由虹梅街道牵头组织发起的野学
雷锋公益服务冶活动又将在古美小区
渊古美路 1107 弄近东兰路口冤大门外
广场如期举办遥 主办方表示袁欢迎每
一位社区居民和园区企业职工前来
参与袁野您的参与袁您的需要袁志愿服
务时刻等待着您遥 冶这也是今年学雷
锋活动中所有志愿者的心声遥 届时袁

来自社区众多企业尧科研院所和社区
志愿者将为大家带来诸如政策法律
咨询尧家电维修尧汽车保养尧理发缝
纫尧小修小补等数十种服务遥 一些居
民不由笑道院野虹梅人真是有福了浴 冶
据主办方介绍袁今年的学雷锋
纪念活动日中袁还将在现场向所有
前来参加活动的人们发出招募袁现
场招募一些诸如具有某种技能尧愿
意为社会相应人群提供服务的志
愿者遥 主办方还表示袁对于新近被
纳入社区志愿服务体系的志愿者袁
虹梅街道将在今后一段时间为这
些志愿者提供相应的培训和指导袁
也会结合志愿者自身能力袁给予相
应的服务岗位袁 为志愿者服务社
会尧服务困难人群提供方便遥 前往
报名参与时袁可以在上述地点寻找
到街道为此专门搭建的招募点袁具
体情况也可向现场工作人员咨询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