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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蔡：“社园联动”助推创新创业 社区摄影追梦人

国庆期间，浦东新区浦兴社
区摄影团队组织社区摄影追梦人
赴上海滨江森林公园，开展摄影
釆风活动。金秋时节，天空晴朗，
浦兴社区摄影追梦人和金桥公园
新疆舞队十几名队员，一踏进上
海滨江森林公园，绚烂的森林野
花，硕果累累柑橘，金黄的深秋落
叶，开阔的滨江岸线，都成了社区
摄影追梦人镜头中的主角。身穿
绚丽新疆服装的男女队员在优美
欢快的《我们新疆好地方》乐曲声
中翩翩起舞，用最美的舞姿欢庆
新中国 69 华诞吸引了许多游客
驻足观看，社区摄影追梦人迅速
按下相机快门，拍下一幅幅美的
瞬间，定格在相机里，留下一个

“我和秋天有个约会”。浦兴社区
摄影追梦人决心把滨江森林公园
拍摄《秋意浓勇进》2018 秋游季
景色之美，人物之美，展现一个镜
头中的“醉美滨江”，踊跃参加
2018年上海滨江森林公园“我和
秋天有个约会”主题摄影大赛，争
取获得好成绩，为文化浦兴争光
添彩！

通讯员 秦有喜 文/摄

□严静雯 张琪

浦东新区北蔡镇“社园联动”
推进创新创业服务战略合作签约
仪式暨2018年北蔡镇创新创业者
成果分享沙龙活动, 日前在北蔡
镇唱享蜂巢众创空间1号社区举
办，北蔡镇政府联合浦东新区就
业促进中心，为创业者们提供了
创业“大礼包”。

唱享蜂巢众创空间1号社区，
最近刚被评为区级创业园区。如

何利用好创业资源，深化“家门
口”创新创业服务？北蔡镇采取
社区与园区联动的方式，将唱享
蜂巢这样的众创空间有效利用起
来，积极搭建服务平台。“社园联
动”后，社区内的创业者创业更为
方便，而众创空间内的创业企业
也能享受诸多便利与专业的服
务。“社园联动”签约仪式后，北蔡
镇举办了创新创业者成果分享沙
龙活动，来自社区和园区的40多
名创业者和意向创业者踊跃发

言，畅谈创新创业经历。
近年来，北蔡镇持续推进“一

带三区”建设，发展区域内园区经
济和楼宇经济，不断强化“家门
口”创新创业服务，进一步优化社
区创新创业环境，不断加大社区
创新创业扶持力度。“借助区域内
的成熟平台，我们组织开展一系
列创新创业服务主题活动。比
如，召开创新创业者成果分享会，
举办创业需求者项目认证会和

‘家门口’创新创业项目展示会

等，打造浓厚的创业氛围。”北蔡
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

根据浦东新区创建“创业型
城区”三年行动计划提出的工作
任务和目标，北蔡镇三年累计完
成扶持创业226人，带动就业1113
人，提供房租、社保、开办等各类创
业补贴资金达26.36万元。此外，
北蔡镇编制了《北蔡镇创新创业服
务导航手册》，今年还将组织评选
北蔡镇十佳“双创新秀”。

□通讯员 杨晓瑛 文/摄

浦东昌里路夜市曾一度在魔
都“黑暗料理界”小有名气，但同
时也带来了很大的道路安全隐患
和环境困扰问题。

自 2010 年世博会以来，昌里
路摊位以临时设摊管控点的模式
存在了将近8年时间。关于昌里
路摊位油烟扰民、道路阻塞、噪音
嘈杂等市民投诉始终屡屡不断。

随着“五违四必”整治的深入
推进与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的进
一步深化，根据《上海市市容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城市临
时设摊集中疏导点指导意见》等
法规及政策文件精神，昌里路管
控点不再具备申报条件，还路于
民的呼声日益高涨，综合整治的
条件日趋成熟。

上钢新村街道党工委、办事
处牵头，多方力量合作，全面调研

摸清情况、立足大局把握政策、人
性化关怀做好需求问询和情绪疏
导工作。

首先是精心组织全力推进乱
设摊整治工作:成立了昌里路整
治工作领导小组，街道党政主要
领导多次专题研究，梳理昌里路
临时设摊管控点设立的历史脉络
和关停的法律依据，明确整治路
线图、行动表，细化顶棚拆除、应
急处置、景观改善等各项方案，在
提前告知、详解政策的基础上，分
组对摊主逐一上门走访，细致排
摸家庭情况和具体诉求，进一步
宣传解释整治相关要求，时间节
点以及相关就业救助指导服务安
排。

其次是以人为本做好困难群
体帮扶工作:为 6 人推荐了工作，
为1户申请教育补助，还为其中1
人享受了低保。

同时动态管理形成长效管控

机制:依托城运中心视频巡查功
能，联合城管、市场所等职能部门
和联勤联动力量，加强对昌里路
动态巡查固守，杜绝乱设摊现
象。持续做好拆后帮困工作，关
心确有困难家庭的谋生就业等实
际需求，积极帮助协调解决。

2018 年 10 月 8 日，这条在浦
东小有名气的“昌里路”迎来了巨
变，85个摊位正式关停，彻底告别
历史舞台。长久以来被占据的人
行道也真正“还路于民”，不再给
行人“添堵”，居民朋友们可以在
梧桐树下惬意散步啦。

还路于民还路于民::上钢新村街道开展昌里路专项整治行动上钢新村街道开展昌里路专项整治行动

【图文报道】

为扩大禁毒宣传力度，增强辖区群众禁毒法律意识，
了解毒品定义，认清毒品危害，营造全民共同参与创建全
国禁毒示范城市的良好氛围，嘉定工作站徐行镇禁毒社
工组织禁毒志愿者和同伴在辖区沿街店面开展“严厉打
击在食品中添加罂粟壳行为”主题禁毒宣传活动。

活动中，同伴和志愿者逐个走访沿街店面，向商铺业
主分发禁毒宣传资料，积极宣传禁毒知识。通过宣传资
料，禁毒志愿者向群众介绍毒品的种类以及告知来往群
众毒品的危害，要求大家共同携手，自觉抵制毒品。同时
志愿者提醒餐饮店业主，切莫因一时利益而在食品中添
加罂粟壳，从而触犯法律，请大家务必增强禁毒法律意
识，守法经营。

活动共发放禁毒宣传折页、宣传品180余份，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餐饮店业主及从业人员的禁毒责任意识，净
化了餐饮行业市场环境，保障了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饮
食安全。 通讯员 樊单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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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有一种力量叫悔改】

【基层快报】奉贤四团镇开展社会面吸毒人员风险分类评估管控工作

及时传达会议精神 促进工作落到实处

期待毛毛虫的蝶变
□王玲玲

吸毒人员的戒毒就像经历由毛毛虫到
蝴蝶的蜕变过程。一颗种子，只要你给它一
块土壤，它就能生长，但毛毛虫的蜕变必须
有合适的机会，给予向蝴蝶蜕变的能量，才
能破茧成蝶，展翅高飞。毛毛虫的生存状态
是爬行与咀嚼树叶，而蝴蝶的生存状态是飞
翔与吸食汁液。一名吸毒人员由被动戒毒到
主动戒毒，再到宣传帮助他人戒毒这一过程，
有着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状态，故需要不
同的帮教模式。在被动戒毒阶段，吸毒人员
心理、生理上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需要社工
根据他的成长心路展开分析，对症下药以帮
助吸毒对象觉醒复苏为主，随着吸毒人员的
觉醒转为主动戒毒时，社工则应充分发挥吸
毒对象的主观能动性，以引导教育、提供支持
能量为主。在调整积极健康向上的心理生理
状态后，及时地、尽可能地为吸毒对象跨越不
同发展阶段提供蜕变的能量是蝶变的关键。

潘某，49岁，本世纪初就因为沾染毒品
而深陷泥潭，曾经因敲诈被劳教1年6个月，
到目前有过 8次因吸毒被当地派出所抓获
的经历，最近一次强制隔离戒毒自2016年7
月12日至2018年5月30日止。

●强戒中，一只迷途中的毛毛虫

潘某，一次次出入于戒毒场所，毒魔总
是困扰着他，年迈的父母对他很失望。外来

媳先前不知情，原以为丈夫在外做生意，后
来强制隔离决定书寄到家中，这个意外的消
息让她心生凉意，婚姻关系面临考验，这让
在强戒所里的他非常担忧。对于这次戒毒，
潘某只有应付、机械地配合，因为他总觉得
会在吸毒、戒毒、复吸中一次次轮回。

社工得知这一情况后，积极进行家访。
为缓解家庭矛盾，化解潘妻心里的纠结，社工
连续三次到潘某家中，动员他的家人，特别是
他的妻子前来探视，刚开始妻子一听是为潘
某来说情的，根本就不愿意理我们，后来社工
从他们的孩子入手，邀请孩子和家属参加一
些亲子活动，引导潘妻了解在孩子的成长过
程中，父母双方对于孩子都是相当重要的人
物，她才慢慢接受我们。经过艰苦努力，终于
说动妻子入所探视，不过她说：“我去见他可
以，但如果他还是那样子，那就是我最后一次
去见他了。”虽然嘴上这么说，潘妻还是很牵挂
自己的丈夫，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

自从潘妻去强戒所探视后，潘某致电回
家，表达了自己要好好戒毒，争取早日回
归。用他自己的话说：“再不戒毒怎么对得
起父母及妻儿的良苦用心，怎么对得起那些
真正关心他的人呢？”

●归途中，吸取能量的毛毛虫

由于自己的努力，最终潘某被提前1个

半月解除了戒毒。于2018年5月30日回归
社会。当天，社工和民警、潘某的兄长一起
去强制隔离戒毒所接他回家，妻子在家准备
了可口的饭菜等他。去的途中，社工强调：
亲情教育和爱的支持对潘某的重大作用，要
求家人加强教育和帮助，使他度过危险期。
社工也会监督他，每季度会电话回访或实地
家访，每次回访也都会详细了解潘某的操守
状况，并给予适当的心理帮助，引导他正确
认识高危情境，学会应对高危情境的方法。
他的家人跟社工讲了家里人现在对他的接
纳和包容，希望他这次回归真的能改变。

潘某回归后也经常给我们打电话，有时
候汇报找工作的情况，有时候说一些生活情
况，有时候也说一说成功与得失，更多的是
说一些戒毒的种种遭遇。因为现如今的社
会上，又有几个人愿意雇佣一个曾经的吸毒
者呢？又有多少人愿意和一名曾经的吸毒
者共事、交友呢？他面对的是害怕、回避、怀
疑、排斥……

社工及时对他进行了针对性的心理疏
导治疗，与他一起回忆上次回归社会后发生
的事情，帮助他分析原因，找出自己的问题，
让他明白在漫长的戒毒过程中“有一颗强大
的心”的重要性，将他在历来生活中、强戒所
内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去，
要让自己有强大的自制力、抗压力和自信

心。
潘某刚回归，后面的路该怎么走？他始

终不忘初心，要想好好戒毒。潘某肯吃苦，
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家的孩子，从最底层做
起，开始了自由职业者之路——河中抓鱼
虾。他关闭了所有与以前毒友联系的渠道，
虽然毒友们知道潘某回来了，多次打电话，
但潘某一概回绝，坚持与昔日的毒友决裂。
家庭也给予他充分的支持，只要他不吸，干
什么都比瘾君子强。他告诉社工，先干起来
再说，总要糊口的。村居委也去咨询过了，
村委主任跟他说过了，下半年村里会搞农业
合作社，弄个蔬菜基地，到时招人就叫他。

●期待中，重塑灵魂的毛毛虫

社工多次跟他面谈进行教育引导，谈人
生、谈情感、谈理想。在他遇到挫折时，告诉
他如何调适，进行心理自救;在他生病时，给
予他亲人般的关心;在他对人生失去信心
时，为他点亮希望的灯。从最初的应付到现
在的积极主动接受引导，社工明显看到他脸
上洋溢着自信的微笑。

破茧成蝶能否成功，并不仅仅来自于毛
毛虫本身。如果停留在毛毛虫的状态，就永
远都不会蜕变成蝴蝶。所以我们社工要做
的就是在实践中探索，帮助毛毛虫将吸取的
能量消化吸收。“蝴蝶”状态是每个帮教社工
的清晰愿望和目标。虽然蝴蝶的振翅高飞
是蠕蠕而行的毛毛虫蜕变之后的必然结果，
但不折翅的蝴蝶是需要许多人不断地努力
才能逐渐实现的。

（作者系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青浦
工作站社工）

金山漕泾镇水库村
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为切实增强广大村民的禁毒意
识，提高群众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让更多的村民广泛了解和支持禁毒
工作，10月9日上午，金山漕泾镇水
库村治保主任组织禁毒志愿者在水
库村东侧大会堂以村民来免费办理
电信卡为契机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通过宣传，使村民们充分认识到毒
品的巨大危害性及加强了对毒品的
辨别能力和抵制能力，也增强了群
众禁绝毒品的决心。 通讯员 金宣

青浦徐泾镇
禁毒宣传进工地

青浦徐泾镇禁毒办会同综治办
等多部门，配合共青团青浦区委员
会、青浦区社会工作党委共同主办
的“助力进博会，服务快车进工地”
活动，组织禁毒志愿者至龙联路在
建工地开展禁毒宣传活动。活动的
开展扩大了群众特别是外来务工人
员对毒品的认识面，形成全社会人
人参与禁毒的良好氛围。

通讯员 马召明

奉贤西渡街道召开
“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
禁毒安保工作推进会

“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召开在
即，禁毒安保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为
确保安全有序，10月8日下午，奉贤
区西渡街道禁毒工作领导小组在四
楼会议室召开禁毒工作例会暨“首
届中国进口博览会”安保工作推进
会。街道禁毒领导小组成员、各居
村委综治干部会议等 28 人参加会
议。 通讯员 程杰

为贯彻奉贤区禁毒办关于《奉贤区社会
面吸毒人员风险分类评估管控工作推进会》
的工作要求，日前，奉贤四团镇禁毒专职干部
带领禁毒社工来到四团派出所，与四团派出
所副所长、禁毒联络民警、社区民警共同开展
四团镇社会面吸毒人员风险分类评估管控工
作。

禁毒干部向社区民警传达了9月20日奉
贤区禁毒办关于开展社会面吸毒人员风险分
类评估管控工作的要求，强调了派出所民警
在分类评估工作中的工作与责任，要求社会
面吸毒人员的风险分类工作应当坚持“严把
标准、实事求是、动态调整”和“谁分类、谁负
责”的原则。为保证此次分类评估工作切实
有效，对于出现高、中、低多种情形的，管

控分类等级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进行。随
后，派出所副所长也提出，各社区民警应重
视此次社会面吸毒人员风险评估工作，认真
排查与梳理，严防吸毒人员肇事惹祸事件的
发生。六名民警纷纷表示，将对四团镇社会
面吸毒人员做全面排查了解，并结合禁毒社
工、卫生院、网格员、村居委等多方面意见后
进行评估，以确保本次风险评估的结果真实
有效。

此次风险分类评估是明确社会面吸毒人
员的风险等级、管控责任主体和采取相应措
施的重要依据，对原有工作流程、标准、制度
等均作了一定程度的完善，对任务分工、评估
内容等修改幅度较大。因此，四团镇为切实
高效传达及完成工作要求，第一时间开展工

作会议，力求将此次风险分类评估工作圆满
完成。 通讯员 项丹红

DONG FANG CHENG XIANG BAO
2018/10/12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顾斯佳6 禁毒

嘉定徐行镇开展主题禁毒宣传活动嘉定徐行镇开展主题禁毒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