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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老师‘生病’了，这
节课咱们改上数学！”对很多
人来说， 这不只是网络上的
一句调侃， 而是真切地发生
在童年的记忆中。 就在今年
的全国两会上， 有政协委员
用 “说起来重要、 忙起来次
要、做起来不要”痛陈中小学
体育课程面临的窘境。

体育课不足，固然有升
学指挥棒下的无奈， 这两
年，舆论场上“应当加大对
体育锻炼的重视”之类的呼
吁也并不鲜见。可是，除了
大声疾呼，公众、学校、社会
和政府还能做些什么？

不妨先看一组数据。近
日举行的上海市政协重点
协商办理提案专题座谈会
上， 透露了一组研究数据：

上海目前中小学在校学生
约 130万人， 体育教师共 1

万多名，师生比约 1：130，与
体育课程改革要求相比，缺
口达 20%。幼儿园情况更为
严重，95%的幼儿园没有体
育教师。曾有老师向媒体直
言：报考高中老师的要求是
研究生， 但实际情况是，既
有高学历，体育技能又好的
人寥寥，而特聘体育老师的
要求更高，需要研究生和英
语 6级，这对于重技能训练
的体育生来说，相当困难。

与此同时，每年体育教
育专业毕业生源源不断进入
社会， 全国每年也有数量众
多的退役运动员作为体育师
资的专业储备力量。可是，由
于本地户籍、教师资格证、待
遇低等因素的制约和顾虑，

这些丰富而宝贵的体育人才
被卡在了教师队伍之外。

提高招聘要求，有助于
增强教师队伍素质，这一逻辑看似并无问题，但
是，当岗位要求和实际情况不相匹配，或者职业
所能提供的待遇与其重要性不相匹配， 原本出
于好意的制度性安排就可能变为人才流动的制
度性阻碍。 一方有人才储备， 另一方却招不到
人，想象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存在这样供需
错位尴尬的，何止是体育老师？

这场座谈会聚焦的提案主题，是“推进上
海教师队伍建设，着力打造一流人才成长地和
一流人才聚集地”。上海需要孕育和集聚的“一
流人才”，包括特殊人才、顶尖人才，也包括大
批像体育老师这样的基础性人才。而诸如公共
卫生队伍、社区医生队伍、社区工作者队伍等，

实践中都不同程度面临“增量困难、存量流失”

的问题，背后则有门槛高、待遇差、职业荣誉感
不强等共性的原因。疫情期间，一位公共卫生
专家就曾向笔者坦言： 疾控系统岗位待遇低，

专业要求还很高，很多人没干多久就转行去了
待遇更为丰厚的行业，甚至同样可以发挥专业
知识的优势。对个人是“人往高处走”，但对公
卫队伍乃至整座城市的公共卫生体系来说，这
是不折不扣的损失。

很多基础性的人才队伍，对保障民生起着
兜底作用，理应是城市治理的中流砥柱，不仅
不可或缺，还需要不断加强配备。日前召开的
上海市社区工作会议就强调，要强化社区工作
者队伍建设，拓宽职业发展通道，搭建施展才
华的舞台，把更多热爱社区工作、善做群众工
作的优秀人才引进来、留下来、发展好。而如何
破除“人人都重视，现实还是缺”的问题，就考
验政府、社会和公众的多方智慧。

这些年对科创人才强调“放权松绑”，对许
多基础性人才，也有一个“松绑”的问题。首先
需要做“减法”，相关部门在制定人才政策时，

应该实事求是，采取更为务实态度，充分考虑
不同岗位的实际需要，甚至因人施策，减少不
必要的准入门槛， 破除不合理的招聘要求。同
时也要做“加法”。某种程度上，正因为兜底性、

补短板的工作更为重要，所以更要提高其待遇
保障水平，畅通其职业上升渠道，让人才无后
顾之忧。针对部分人才渠道狭窄的岗位，则更
要采取灵活的政策，扩大招聘范围，拓展社会
专才等的准入途径。

在社会层面，对相关职业的重视不能只停
留在口头的呼吁和关爱上，而应该以点滴的行
动促成一种更为开放、平和的职业共识。中小
学家长们不妨对体育老师多抱有一份尊重，小
区居民们更应对社区工作者多一份体谅，通过
一视同仁的态度，消除社会偏见，让这些重要
的岗位真正变得“重要”起来，赋予其真正的职
业尊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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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临港记者

胡幸阳

用过时的思想来看，经
济发展，尤其是第二产业的
发展，往往与“绿色”“生态”

“环保” 等关键词相悖———

伦敦曾被称为“雾都”，洛杉
矶发生过光化学烟雾事件，

熊本县的水俣病事件轰动
世界，上海的苏州河也一度
臭不可闻。看起来，城市发
展难免走入环境污染导致
不够宜居的怪圈。

但有了大量前例所垒
砌的经验，结合更科学的发
展思路，上海自贸区临港新
片区采用前瞻的规划思路
与精细的管理模式，完全可
以避开怪圈，兼顾经济功能
发展与宜居城市建设。

刚拿到施工许可证、不
日开建的临港污水厂升级工
程以及配套的排海管施工，

正是能反映这种思路的一个
典型例子。完工后，临港新片
区的污水总处理能力将翻近
3倍； 处理工艺也将进一步
提升， 出水指标将达到国家
一级 A排放标准。它既满足
了临港新片区越来越多的入
驻企业、 越来越多居民的污
水处理需求， 同时也尽量减
少了对当地环境的影响。

在项目的细节上，更能
窥见新片区对环境保护的重
视。污水厂的排海管很长，深
入大海，离海岸两公里多。项
目负责人解释， 那里水流速
度大、海床吸纳能力充分，处
理后的出水扩散稀释快。但
他还告诉记者， 管道顶得越

远越深，技术上、施工时就越难，成本也大幅上
扬。为了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这些看起来可
以削去的难度与成本，反而是必要的。

搞经济建设，临港新片区在政策上给市场
主体“松绑”，环境管理上的“放”与“服”自然也
包含其中。而与此同时，“管”不放松，甚至更
严、更科学精细，也是新片区一贯的思路。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项目曾被外界视为
新片区“特事特办”“一路开绿灯”才得以成就
的奇迹，而对其稍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种
说法并不准确。当时的验收负责人说起过一个
细节：他发现项目施工现场及周边存在大面积
裸土，施工时尘土弥漫。该负责人当即告知特
斯拉方面尽快解决裸土覆盖问题，不然就要停
工整改。特斯拉购买了一批草籽，种草以覆盖
裸土，施工才得以继续推进。

再大的项目，甚至是特斯拉这样的明星项
目，涉及到环保问题时也要牢守底线，这是临
港新片区一以贯之的原则。前些天，市生态环
境局印发文件，支持新片区高质量发展环境管
理。文件提到，将对区内企业办理部分环境相
关手续压缩简化流程、加快办理速度；同时也
强调，对信用差、群众反映强烈的单位，“加大
环境监管和执法的频次”。 管委会生态处负责
人还说，新片区将用好信息手段，实现远程监
管、实时监测、预警防控———这也是科技手段
辅助精细管理的一次应用。

其实，临港新片区在生态环境方面基础很
好，海绵城市等先进的理念也在这里率先落地。

据统计， 这座东海边的新城河道生态环境质量
总体优于上海市和长三角区域，湿地密布、绿植
覆盖率高、 空气质量好。 如此情况下仍未雨绸
缪，而非事后再亡羊补牢———不得不说，临港新
片区各相关部门的想法有很强的前瞻性。

“市民文化客厅”首度走进豫园，为文化消费休闲生活“带货”

夜色里童谣声，共品上海老味道
本报讯 （记者 施晨露）几首沪语童谣

开场， 作家马尚龙的记忆穿梭回了 50多年
前，“每到夏天， 家家户户都要到弄堂乘风
凉，大人聊天、小孩游戏，那是一种众乐乐的
味道。”昨晚，上海报业集团旗下新华传媒打
造的“市民文化客厅”品牌活动首度走出书
店，走进豫园，以“夜色里的上海老味道”为
主题，为文化消费休闲生活“种草”“带货”，

增添滋味。

老城隍庙梨膏露、松鹤楼绿豆汤、绿波
廊精致小点、南翔小笼馒头……豫园拥有众
多上海老品牌，经典味道之所以迷人，离不
开其文化底蕴。 比如绿波廊的金腿小粽，小
小粽体上缠绕着 13 道线，与“福”字笔画相
同，打开粽叶，就是打开福气。又如豫园“网
红”梨膏露，不仅内涵十足，甄选金银花、茯
苓、甘草等七种草本，凝萃将近 60%的梨汁，

而且瓶身设计有巧思， 倒置恰似麦克风，清
润喉咙的效果呼之欲出。 活动嘉宾之一、沪
语唱作人王渊超禁不住连声赞叹， 要为其
“带货”。

活动举办地“海上梨园”，原是俯瞰豫园
的一方古戏台，地处豫园核心，举头可以看
见陆家嘴金融城的现代风貌，俯首阅尽老城
厢的市井繁华，是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展
示地之一。

叮咚买菜招聘逾千名应届生
本报讯 （记者 栾吟之）“我今天上班啦，这是刚

刚拿到的员工卡，很开心！”应届毕业生曹益彤成为
叮咚买菜的管培生， 上班首日就兴奋地给远在陕西
的妈妈打视频电话。今年就业形势严峻，但上海本土
生鲜电商创业公司叮咚买菜却异军突起。 企业计划
全年招聘超过1000名应届大学生，首批已招350名。

叮咚买菜目前每日订单突破 60万单， 月流水
12亿元， 今年前 5个月营收已达到去年一年的数
量。企业在上海、深圳、北京等地共有近 3万名员工，

在国内 10 个城市设有分公司或办公室， 其中“90

后”占比 67.3%。据估算，前置仓总数要从目前 600

多家增长到 1100家，需要新增工作岗位约 3万个。

“今年计划招聘的应届大学生数量， 是去年同
期的 30倍以上。” 据叮咚买菜校招负责人介绍，其
中专业类岗位主要面向农林、 水产院校毕业生，而
综合类岗位不限区域、不限专业，主要考察学生的
综合素质。

目前， 首批 29名管培生已经开始了为期一个
月的训练，除了团队拓展、理论学习，还要走进城市
分拣中心“大仓”和前置仓积累实战经验。

全市 400个派出所全面实施一线综合执法勤务，基层民警变身“全科警察”

不管交通还是社区，派出所民警都管
全市交通类、治安类 110警情同比分别下降 35.4%、42.6%，取得“1+1>2”效果

■本报记者 邬林桦

今后，不管交通还是社区，派出所民警都
能管。记者从上海公安机关获悉，今年 1月起，

上海市公安局在全市 400 个派出所全面实施
一线综合执法勤务，最大限度实现基层警力的
统筹使用、警务资源的高效运作。

所谓“一线综合执法勤务”，实际是打破警
种界限，基层民警变身“全科警察”。今后，这种
崭新的公安勤务模式将给上海的城市安全治
理带来哪些变化？

“淡化警种意识，强化警察意识，可以让警
务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达到最优分布和集约
使用。”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实施一线综
合执法是全面深化公安改革、推进智慧公安建
设的现实需要，将有助于解决基层一线警力不
足、分工过细等问题，使公安派出所更好地承
担起保一方平安的职责使命。

打造综合性战斗实体
“属地主战就是要将我们派出所打造成一

个综合性战斗实体。” 宝山顾村派出所张华介
绍说，“这样的模式让基层派出所勤务更自主、

更科学。”派出所可按照社区、楼宇（单位）、街
面、窗口、办案等勤务需要，因地制宜设定勤务
模式、优化警力配置，实现基层警务资源在时
间、空间上的最优分布，全面提升综合服务水
平和效能。

“一线综合执法彻底打破以往基层民警
‘一人一岗一分工’的职责细分，将社区民警、

交警等一线执法力量有效整合。”张华表示，老
百姓有事找警察就可以了， 不用考虑警种分
工。

遇到一线综合执法民警无法完成处置的
任务，怎么办？目前本市公安机关执法勤务民
警被统一划分为一线综合执法、后台专业执法
两大类。警情将第一时间就近推送给一线综合
执法民警处置， 依据紧迫性和复杂度不同，由
后台专业执法民警梯次递进支援，解决现场执
法无法解决的疑难杂症。去年，这种递进执法
模式已在 6个分局试点， 运作效果逐步显现，

试点地区派出所警力平均增加 12.3%、交通类
110警情现场处置效率同比提升 18%。

一线综合执法民警不仅仅承担着交通、巡
逻等职能，更是社区平安建设的组织者。全市
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强化一线综合执法民警平
安建设组织者定位， 深化派出所民警兼任居
（村）党组织副书记、综治工作站副站长机制，

进一步融入社区基层社会治理，推动共建共治
共享社区治理格局。

经初步统计，一线综合执法后，全市共计
1800 余名民警、4600 余名辅警根据 “人随事
转”的原则下沉派出所。目前，全市早晚高峰岗
位数达到 1393个，街面见警率、民警管事率明
显提升，全市交通类、治安类 110 警情同比分
别下降 35.4%、42.6%，辖区治安秩序、道路交

通秩序总体向好，取得了“1+1>2”的效果。

协同治理模式扎根落地
目前，全市 8600余个封闭式小区、1800余

个开放式社区、2800余个楼宇（单位）已建成智
能安防设施，对各类风险，实现了“感知、研判、

指挥、处置”四个环节的闭合运行，构建形成研
判多维、精准指挥智能指挥调度模式。

“哪里最拥堵，哪里有隐患，一线综合执法
民警就出现在哪里。” 黄浦公安分局半淞园派
出所王毅刚介绍。 派出所综合指挥室都能以
“可视化、智能化、实时化”呈现，同步实现了警
情实时撒点、警力精准定位、就近推送处置、在
线提供支撑，并按照处置预案体系，按需调动
专业执法民警梯次递进支援。据统计，一线综
合执法全域推开， 警情到场时间平均缩短
20%，警情处置时间平均缩短 35%。

智慧警务还将进一步推动部门协同治理
模式。

“建筑工地上的噪音扰民情况，光是警察
出动‘治标不治本’，需要多个部门协同治理才
有效果！” 据悉， 上海全年 110报警呼入量约
1200 万，其中 60%是非警务类信息，现在，综
合指挥室同步对接政府部门城市运行管理中
心， 智能感知后将市民报警求助（110、12345）

等不同渠道获取的风险隐患信息汇聚到一起，

精准研判、分类推送，推动城管执法、市场监
管、绿化市容等执法队伍整合，努力实现“7×

24”小时值守响应，各部门依责响应、通力协
作，及时解决群众诉求。

政务服务更优质更便民
“居然家门口的派出所就能办理出入境业

务，真的好方便。”宝山顾村居民吴先生表示。

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近办理公安业务，上海公
安机关积极探索“前台综合受理、后台专业支
撑、业务深度融合、数据网上流转”工作模式，

在全市 268家派出所建设“综合窗口”，实现户
政、治安、出入境、交警等高频业务的“跨警种”

综合性办理功能，实现群众办事从“找警种”到
“找警察”的转变。据悉，今年全市 400 家派出
所将全面建成“综合窗口”。

围绕调整优化办事流程等问题，上海公安
机关取消了 438 份不合理的办事材料， 允许
134份非关键性材料容缺受理、审批，累计归集
21类 5700多万张电子证照 （约占全市总量的
60%）， 减少群众要求提交纸质证明的事项数
量，办事材料平均减少 52%，办理时限平均减
少 58%。

目前， 市公安局已将全部 71个审批事项
和 67个服务事项接入“一网通办”总门户，其
中户籍证明开具、 出入境记录查询等 75项实
现“零跑动”办理，其他 63 项也均实现只跑一
次就能办成。 此外，172项个人常见业务接入
“随申办”APP，222 项事项接入“随申办”小程
序，方便群众随时随手办理。

在云南帮困助学 17年的“上海阿爸”，回到上海后又投身一线抗疫：

哪里有危难，哪里就有志愿者

■本报记者 吴頔

时隔数月再次见到 62岁的张志勇，不由
感慨，他简直像换了个人：原本乌黑茂密的头
发已变半白，微胖的面颊也消瘦不少，相比去
年仿佛老了好几岁。“这几个月当志愿者，确
实还蛮辛苦的。”张志勇笑笑，揉了揉自己最
近因为搬运捐助物资而扭伤的肩膀。

作为 2018年度的 “全国最美志愿者”，

上海张志勇公益服务社负责人张志勇在上
海志愿者群体中赫赫有名。长期在云南开展
帮困助学的他，春节回到上海后，又马不停
蹄参与到疫情防控之中，成为全市招募上岗
的 42万余名疫情防控志愿者之一。

“哪里最艰苦最危险，就派我去”

许多人将一线工作者们连续参与疫情
防控与常态化防控后的复工复产比作是“打
满全场”，而对张志勇来说，投身疫情防控的
志愿服务，更像是在长年从事帮困助学善举
的“中场休息”时参加一场“附加赛”。

因为一次旅游时偶然被当地的贫困场
面所震撼， 张志勇开始在云南开展帮困助
学。17年来， 张志勇每年至少有 8个月待在
云南， 有几年甚至差不多有 11个月都在那
儿，走访边远山区、贫困学校和困难学生家
庭，他和他的志愿者团队已在滇西南帮助了
800多名贫困生， 那里的孩子们都亲切地叫
他“上海阿爸”。

疫情骤起，公益项目被迫中断。看着确
诊病例数字与日俱增，张志勇致电上海市慈
善基金会：“武汉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们太辛

苦了，我想为他们捐款。”很快，身在云南的
他就操作手机完成了第一笔 1万元的捐款。

同时，他赶回了上海，“上海防控压力肯定更
大，要赶紧回去，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居家隔离期间，张志勇坐立不安，他通
过微信联系了所在的田林街道，要求上交一
个月的退休工资 4700 多元作为特殊党费。

隔离期满，张志勇第一时间去了社区和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报到，要求尽快参与到抗击疫
情的工作当中。那时许多人还处在对疫情的
恐慌之中，不敢走出家门，上了年纪的他却
说：“我是退役军人，也是党员，这个时候我
不上谁上？哪里最艰苦最危险，就请派我去
哪里。”

“只要人民需要，随时准备出征”

2月 10日， 张志勇终于穿上了防护服，

加入了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者队伍，瞒着爱
人在铁路上海南站上岗。每隔一天，他就要
在南站西北出口进行来沪人员信息登记的
核查工作， 为南来北往的旅客逐一测体温，

引导他们通过手机填报个人信息并生成“随
申码”。从早 8时到下午 2时，不吃不喝不休
息。为了上岗期间不去卫生间，他甚至改掉
了一直以来早餐吃泡饭的习惯，改吃干粮。

这还没完，不在南站的时间里，张志勇
还要先后在田林街道的三个社区做志愿者，

参与小区疫情防控， 为进入小区人员测体
温、收发出入证，几乎每晚都是 10时以后才
回家休息，第二天一早又出门了。

“不就是站岗嘛，我最擅长站岗了。”可
走上岗位，早年曾在海军服役的张志勇才发
现，这班岗和年轻时站的岗大不一样。累一
些不算什么，主要是时常被人误解，让这个
淳朴耿直的汉子感到“有苦说不出”的无奈。

比如在南站，不止一次有旅客对试图提
供帮助的张志勇喊“别过来，别碰我”；在小区
门口， 也有居民因为一时找不到快递冲着值
守小区大门的他发脾气； 还有人通行心切拒
绝测温，对志愿者破口大骂……“遇到态度恶
劣、无理取闹的人，我就提醒自己，你是来保
卫社区的，千万不能跟人吵架。”张志勇这样
安慰自己。

有一天晚上，张志勇回家一进门，就发
现爱人用异样的眼神打量着自己。 原来，她
通过张志勇其他战友的朋友圈，发现张志勇
除了在社区站岗，还在铁路上海南站做志愿
服务。“在社区做做么可以了呀，去最危险的
地方做啥？” 爱人又心疼又担心。 张志勇却
“嘴硬”道：“我还想去武汉前线呢，可惜我不
会治病，南站比武汉一线安全多了。”

随着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在铁路
上海南站和社区的志愿服务工作告一段落，

张志勇却说，只要国家和人民需要，自己仍
然随时准备“出征”。

最近，张志勇又开始忙碌起来，为返回
云南做准备，“好久没回去看看了”。每天，他
都要与其他好心人驾车往返于各个单位、学
校，搬运捐助物资，下个月就要运往云南，送
给那里的学校和孩子们。

活动现场，嘉宾和主持人共品上海老味道。 主办方供图

张志勇在社区为居民测温。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