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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24 日， 国网上海奉贤供
电公司“朝睿”青年志愿服务队如约来到
惠敏学校与孩子们共度六一。

今年是国网上海奉贤供电公司团委与
惠敏学校共建十周年。 2011 年 5 月，奉贤
公司团委与这群“慢飞的天使”初遇。 十年
来，奉贤公司的青年志愿者们伸出温暖大
手，大手心贴着小手心，用陪伴和关爱打
开他们的心扉， 引导他们勇敢走向社会、

乐观面对生活，也让他们记住了这群身穿
红马甲的哥哥姐姐。

走进去，让低下的头抬起来

2010 年 1 月，国网上海奉贤供电公司
成立，由原先的市东供电公司奉贤工区升
级为上海电力公司直属单位，组织运营模
式、 干部职工队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动。

作为奉贤公司首任团委书记，杨纲深知当
务之急是搭建平台，通过团组织活动把团
员青年们团结凝聚起来。 “供电公司既是
央企，也是服务型企业，服务民生、回馈社
会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打算从志愿服务
着手，打开团工作的新局面。 惠敏学校离
我们公司很近，又是奉贤区唯一一家专门
招收特殊儿童的学校，所以我联系了校方
希望能开展校企共建。 没想到，这一共建
就是十年。 ”杨纲谈起与惠敏学校结缘的
契机时，感慨不已。

一开始时，孩子们对陌生的志愿者们
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班主任告诉志愿者
们，孩子们虽然敏感怕生，但其实好奇心
很强。 于是，之后志愿者们每次都会带上
简单有趣的玩具，在孩子面前边演示边讲
解玩法。 渐渐地，孩子们头抬了起来，露出
一双双好奇的眼睛，甚至小心翼翼地试探
着向玩具伸出了手。 志愿者的温柔和耐心
终于让孩子们一点点卸下防备，封闭的情
感世界出现了缝隙。 “每次去陪孩子们玩，

不仅能帮助他们越来越开朗自信，同时也
能增强我们的服务意识、共情能力和沟通
技巧，让我们学会换位思考，在工作中更
设身处地为客户着想，为客户提供更加贴
心周到的服务。 ”来自营销部的志愿者张
欣然说。

走出来，让暗淡的眼亮起来

由于孩子们的自理能力、反应能力、

沟通能力比较弱，需要格外关注和照顾，

因此孩子们的生活总是家和学校两点一
线，出去玩的机会并不多。随着孩子们和
志愿者们的关系不断亲近， 奉贤公司团
委萌生出带孩子们开展校外活动的想
法。在与学校和家长详细探讨后，奉贤公
司团委制定了“三个一”陪伴计划，即与
一个班级结对直到九年级毕业， 期间为
班上每一名孩子安排一名固定的志愿
者， 通过多次活动使志愿者充分了解孩
子的性格特征并掌握应对各种情绪的处
理方法， 以确保校外活动期间孩子们的
身心健康。

2014 年 3 月 3 日，奉贤公司团委举办
了首期“融入社会、感受大爱”校外活动。

在志愿者和班主任的带领下，6 名孩子走
出校园，来到海湾森林公园踏青。 蓝天、绿
地、大海，美好的大自然让孩子们释放出
活泼好动的天性，他们紧紧握住志愿者的
手欢呼雀跃、奔跑嬉戏。 此后每年儿童节，

奉贤公司团委都会组织孩子们开展校外
活动。 赏花、放风筝、参观奉贤区博物馆，

丰富多彩的活动开阔了孩子们的眼界，也
帮助他们克服对陌生人和未知事物的恐
惧和抗拒。

携起手，让悬着的心放下来

2021 年清明节，奉贤公司团委组织八

年二班的孩子们赴曙光中学校内的李主
一烈士纪念碑参观祭扫。 突然，一个女孩
子问道：“这是曙光中学，我们是惠敏特殊
学校，为什么我们会多了‘特殊’两个字
呀？ ”女孩子敏锐的观察和思考能力让志
愿者们十分惊讶， 一名志愿者机智地回
答：“因为你们特别可爱呀！ ”女孩子听完，

双手托起脸颊作卖萌状说：“那我这样是
不是更可爱了呀？ ”看着她天真烂漫的面
庞，志愿者们却满心担忧。 还有一年，孩子
们就要完成义务教育，脱离学校的庇护走
向社会。 未来的他们能拥有一技之长自食
其力吗？ 社会能给予他们足够的理解和包
容吗？

为了帮助孩子们顺利步入社会 ，奉
贤公司团委将志愿服务思路从原有的陪
伴转变为启智， 精心设计了 “电从哪里
来”安全用电趣味讲座和“如何点亮一盏
灯”串并联电路实验课，锻炼孩子们的思
维和动手能力。 孩子们学习态度非常认
真，观察和模仿能力也很强，看过一遍示
范就能较为顺利地完成电路模型的组
装，这令志愿者们十分欣慰，悬着的心终
于放了下来。

此外，奉贤公司团委通过公司网站、宣传
栏和社会媒体等渠道， 广泛宣传特殊儿
童的生存现状， 唤起公司员工乃至社会
公众对特殊儿童的重视、理解和包容，让
特殊儿童及其家庭感受到更多温暖 。

2021 年 2 月，奉贤公司团委举办了“共享
‘贤’置，汇聚爱心”幸福集市活动，通过
拍卖、 义卖公司员工捐赠的 98 件物品，

为惠敏学校筹得善款一万七千余元。 在
拍卖环节， 杨纲以一万元的高价竞拍成
功，轰动全场。“作为两方共建的发起人，

这么多年来我始终关注着惠敏学校的动
向，听闻这次活动是为惠敏学校筹款，我
无论如何都要参加。 竞拍什么东西不重
要 ， 这笔钱是我对特殊儿童的一点心

意。 ”杨纲说。

十年来， 国网上海奉贤
供电公司团委先后与两个班
级结对，陪伴 16 名特殊儿童
成长， 荣获国网上海市电力
公司十佳微公益项目称号 。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奉贤公司团委将
把党史学习教育转化为 “我
为群众办实事 ” 的实际行
动， 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尊
老爱幼、 扶弱助残的传统美
德，持续开展“融入社会、感
受大爱 ” 特殊儿童关爱项
目， 引导动员社会各界一起
来做特殊儿童生活的知情
人、 学习的引路人、 品德的
教育人 、 成长的守护人 ，让
这群 “慢飞的天使” 早日展
翅翱翔、追寻幸福人生。

大手心贴着小手心
国网上海奉贤供电公司团委与惠敏学校共建十周年

漫步新海的大街小巷， 感受最深的是
这风景宜人、鸟语花香、生态宜居的美丽社
区，触动最大的是这宁静闲致、错落有序、

和谐康乐的井然秩序。 也许你会好奇，究竟
是一股怎样的“神秘”力量让这个人均住宅
面积仅有十几平方米的老旧农场社区遍吹
文明新风？

新海镇位于崇明岛西北部，2008年由四
个国营农场属地化管理后建镇，由于辖域面
积大、居住点分散、小区设施老化、物业性质
错综复杂、外来人员日益增多，楼道乱堆物、

小区乱晾晒、院落乱搭建、背街小巷乱丢垃
圾乱停车等各种不文明现象层出不穷，给纷
繁复杂的社区治理工作“雪上加霜”。

“如何破解社区治理难题，调动社区居
民积极性主动参与到美丽新海和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日益成为新海镇党委政府的“壹
号课题”。 经过广泛座谈、深入论证和精密
构思，2019年 7月起，新海镇从文明居住积
分“破题”，创新性探索开展文明居住积分
管理工作，着力开启“小积分”换取生活“新
气象”的文明实践之路。

“积分透明”是关键
“什么情况下可以获得积分？ ”“是否可

以制作一张负面清单明确扣分项？ ”“获得
积分如何兑换？ ”“满足什么条件可以申
报？ ”在文明居住积分管理工作实施前，新
海镇党委政府多次召集镇文明办、妇联、市
政市容所等单位召开专题会议， 讨论积分
事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海镇关于
开展文明居住(经营)积分管理工作的实施
意见（试行）》，明确了积分考核目的、申请
对象、具体内容、考核方式和结果运用，为

积分管理的推广和使用提供了政策托底。

凡是在本镇连续居住满三个月的沪籍家庭
或是在本镇连续居住满半年的非沪籍家庭
以及在本镇范围内连续经营时间超过三个
月以上的“六小行业”个体户，均是可以申
请参加积分活动的对象。

为确保积分管理工作严谨科学， 新海
镇结合先行试点的 2 个居民区实际推进情
况，对积分考核的标准进一步细化和优化。

为确保积分考核公平公正、在阳光下运行，

文明积分行动的具体实施过程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分类管理、动态调整，民主公
开、量化考评，以奖代补、重在日常等原则，

采用“自主申报、资格审核、按月考评、结果
公示、次月兑换”的五步工作链方式，确保
居民、商户的积分项“看得见，比得了”，全
程公开透明。

“微网格”管理尽精微
新海镇所辖 10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

万左右，地广人稀。 如何高效推进积分管理
工作成为党委政府文明创建工作的新课
题。 在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新海镇创建
办采用“化整为零”的方式块区推进，立足
常住居民家庭实际居住状况，以地缘相邻、

邻里亲近、方便管理为原则，探索“微网格”

文明居住管理试点工作。

所谓的“微
网格”管理是一
种由片区长、网
格长 、 户长组
成，实行逐级递
进的 3D 管理模
式。 具体做法是
将每 20 -30 户
家庭划分为一
个微网格，将每
5 -8 个微网格
划分为一个片
区，并选派一名
居委包片干部
担任片区长；每
个微网格推选 1

名德高望重、乐于奉献的居民担任网格长；

每户家庭推选 1 名家庭成员担任户长，由
他们从实际状况与居民自治的角度出发，

形成“美丽家园”大家一起建、一起管、一起
共享的良性循环局面。

微网格工作自试点以来， 不断释放基
层治理活力， 参与文明居住的成员带动未
参与的成员，逐步引导发动，互帮互助的和
谐氛围在不断影响着“大家庭”的形象，而
获得的网格分红又反作用于“大家庭”的建
设中。 增加了邻里之间的互动与关爱，极大
程度增进了居民的自治热情。

居民在文明力量的感召下，社区面貌得
到明显改观，生态环境得到明显优化，社会
秩序得到明显改善，居民文明素质得到新提
高，小区居民累计主动拆除存量违章建筑 89

处，不文明行为显著减少，个体商户主动整
改不文明经营行为，“小积分”换来了文明生
活“新气象”，居住和营商环境日益提升。

“美丽新海”APP助推参与
为了更好地助推文明积分行动的开

展，新海镇还特别出资开发了“美丽新海”

APP 客户端，加入了“一云九微”新时代文
明实践模块等内容。 当数字化加入到自治
后，居民可以直接线上进行申报，随时查询
自己的积分结果及排名情况，对扣分项，还
可以查看扣分实景图片，便于整改。

“美丽新海”一经上线，便得到了居民
们的热烈欢迎， 也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参
与热情。 同时，APP 还注入了 “文明实践”

“文明之花”“便民信息”等内容，居民们可
以得到更加便捷的信息和服务。

文明居住积分管理工作是新海镇推进
基础社会治理创新的一次探索性尝试，是贯
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的创新实践，极大增强了居民和个体商户的
参与热情。它始终以创新的姿态刷新文明新
高度，让文明城市成为居民追求更加美好生
活的有力依托，切实推动了绿色环保和文明
理念进入每一个家庭，调动全镇文明的力量
共建“美丽新海·我们的家”。

尺寸之间“积”秩序 文明社区再加“分”
上海市崇明区新海镇以开展文明居住积分管理工作为抓手，积极推进文明社区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