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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国瑞在业余时间从事麦秆画创作已经 30多年了，已

经是金山海派麦秆画的著名画家。多年来，他潜心研究、推

陈出新，集各家所长，大胆利用染色、雕刻、堆砌等手法，使

麦秆画作品色彩更丰富，立体感更强，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

术创作风格。他所作的仕女，姿态嫣然；所作的猛虎，气势

雄浑；所作的山水，意趣盎然；所作的牡丹，富贵吉祥……不

管是人物、花鸟、动物都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给人以古朴自

然，高贵典雅之美。他创作的麦秆画作品经常在市、区展

览。他曾获得 2015年上海市民文化节市民手工艺大赛“百

名市民手工艺达人”称号，2016 年上海市民文化节公共文

化配送产品设计大赛“百强公共文化配送创新产品”奖项，

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市民创意大赛“百名优秀市民设计师”

等称号。

2015年，麦秆画被列入金山区非遗名录。为了让这文化

遗产能够传承发扬下去，熊国瑞全身心得扑在非遗传承的事

业上。在石化街道的支持下，他承担起师资培训与教学任

务，在社区学校开设金山海派麦秆画基础班，在文体中心开

设提高班，并在社区里推进“海之韵”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

麦秆画体验项目，现场传授麦秆画手工制作的传统技艺，让

社区市民感受麦秆画的独特魅力。社区教材《金山海派麦秆

画初级教程》也已撰写完成。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

学生喜欢上了“麦秆画”这一朵开放在田野里的艺术奇葩，

“金山海派麦秆画”也成为了石化街道社区教育特色品牌。

上海市民间艺术家、区故事讲述家唐秀芳是枫泾镇学习团

队“方言故事队”的负责人，是老年学校“民间故事班”班长，也

是枫泾镇社区学校外聘教师。唐秀芳退休二十年来，她乐意

奉献，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个人的学习及社区教育工作上。

平日里，她依然认真学习，知识面广，思路清，所以深得大

家的敬重和喜爱。她经常对周围的人说，“一次性学习时代”

不复存在，任何人都没有什么“老本”可吃，必须常“补钙”、常

“健脑”、常“充电”，活到老学到老，不断提高学习力。她学习

知识和思考问题不怕“见光”，乐于与人交流讨论，敞开思想，

切磋琢磨。她将所学知识用于故事创作和讲演，她表演的快

板、小品、方言故事等通俗耐看、惟妙惟肖、脍炙人口，被称为

当地一绝，深受老百姓喜爱。

唐秀芳负责的枫泾镇方言故事队坚持每周一次开展学习

活动，提高队员的故事创作热情和演讲技巧。坚持每月至少

两次到敬老院等单位志愿开展慰问演出，演讲民间故事、健康

故事等，送去快乐和微笑。故事队还积极参与市民文化建设，

下村居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活动。

多年来，唐秀芳以小品、独角戏、故事创作和演讲进行宣

传，传播社会正能量，曾获得“全国老有所为先进典型人物”

“上海市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号”、“上海市十佳优秀巾帼志愿

者”等众多荣誉。她所创作的 6篇故事入选上海市妇女联合会

编著的《优秀故事集》。在荣誉和成绩面前，她依然经常为本

区的其他乡镇的故事员作精心辅导，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孙丽娟是廊下远近周知、能歌善舞、和蔼可亲的“莲湘奶

奶”。退休后的她，比上班族还要忙。当别人清晨还捂在温暖

的被窝里时，她已经坐在开往乡村的公交车上；当别人在家里

拿着遥控器悠闲地看电视时，她还在乡村舞台上拿着莲湘棒

舞出廊下风华；当别人与老伴在晚风吹拂中携手散步时，她还

巡访在廊下各村、居、企业之间；当别人在含饴弄孙享受天伦

之乐时，她在讲台上宣讲着启人心迪的故事。

在廊下旅游景区大舞台，她独挑大梁，是原生态情景喜剧

《姚府娶亲》里惟妙惟肖的大媒人；在乡间田野，她常常义务

为村民们开讲座，传授大家急救知识。在她身上，有很多“头

衔”，初级急救培训师、“农村女性智慧课堂”项目讲师团成

员、金山区科普讲师团成员、故事队队长、镇市民巡访队队长

等。作为镇红十字会急救知识培训的老师，她已经培训人次

达 3000多人。无论是在“三下乡”还是“相约宅基头”舞台，她

以小品、情景剧、演讲的形式把好家风好家训融入进“存善

心、做善事、行善举”的乐善行动中，迄今为止，她参加了廊下

镇三百多场演出，获得了二十多项荣誉。九年来，孙丽娟在演

员、教练、老师、队员、志愿者等多个角色中转换，焕发精彩的

人生，为推进社区教育贡献力量。

莫道残阳至，夕阳无限好，晚霞铺胜景，落日育缤纷。孙

丽娟依然奔波在廊下各条战线上，为廊下的文化建设、精神文

明建设贡献着力量，将她的退休生活编织得多姿多彩。

金山区终身教育15分钟学习圈自2016年起在全区各街镇广泛深入推进。两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果，宅基学习点的规模、密
度和类型不断增加；学习内容日益丰富多样，更加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社区教育受众面不断拓展，不同年龄、不同类型、不
同层次的老百姓在家门口都能享受到便利的学习机会，接触到适合自己需要的学习内容。目前，“15分钟学习圈”逐渐形成终
身教育特色品牌，成为金山终身教育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金山区终身教育 15 分钟学习圈在日益发展壮大，内涵在深
化，已逐渐成为乡村振兴计划的重要阵地，成为村民参与乡村振
兴、提升自身文明素养的最佳平台。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久的将
来，金山在建设全纳、开放、多元的学习圈进程中，一定会创建终身
教育新的金山品牌，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步伐，为提升金山市民
的精神文明素养与生活品质作出新的贡献。

三位一体 形成“圈”的框架

各街镇（工业区）在调查研究并综合考虑多重因素

的基础上，选择村居民较为集中的自然村落宅基、居委

会楼组、企事业班组、种植园、体验基地等点位，建立学

习点，并选拔学习点召集人，形成镇社区学校——村、

居教学点——多元学习点“三位一体”的 15 分钟学习

圈建设格局，村居民只要步行 15分钟就能参加各类学

习活动。枫泾镇突破原有的“镇社区学校——村居学

习点”的格局，在乡村宅基、居民区楼组、企业车间、农

业生产基地建设多元学习点 362 个，拓展了学习阵

地。廊下镇社区学校开办女子学堂，以社区学校为主

学堂，在全镇设立“校园、宅基、楼组、基地企业”5大课

堂，还建了 6个学习体验点。此外，为满足老年人学习

需求，在15个村居开设41个“祖辈课堂”。

建章立制 推动“圈”的运行

2017年 4月，金山区文明办、金山区学习办联合下

发《金山区推进终身教育十五分钟学习圈建设实施意

见》，《实施意见》确定了 15分钟学习圈建设的总目标，

即到2018年，各街镇（工业区）全面建成终身教育15分

钟学习圈，实现圈内学习互动共享，形成学习圈全纳、

开放、多元的终身学习模式。同时下发了《金山区终身

教育十五分钟学习圈建设考核指标》，从制度上保障建

设工作的顺利推进。

各街镇（工业区）建立健全组织保障体系和跨部门

合作机制，确保了终身教育 15分钟学习圈建设工作的

顺利推进和学习活动的正常开展。山阳镇、张堰镇、亭

林镇、枫泾镇、漕泾镇、金山卫镇等镇分别建立了“15
分钟学习圈”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镇党委副书记或分

管镇长任组长，指导协调 15分钟学习圈建设工作。廊

下、山阳等镇吸纳多部门共同参与学习圈的建设，形成

了齐抓共管局面。

各街镇（工业区）也相继制定《推进十五分钟学习

圈建设的实施方案》以及《十五分钟学习圈建设村居学

习点考核细则》。同时建立了学习点干部季度例会制

度、学习交流制度、表彰奖励制度、工作巡视制度、信息

发布制度等。工业区还将各村居 15 分钟学习圈建设

工作列入《村居社区教育工作考核方案》，进行考核。

各宅基学习点规范管理，学习点建立相关制度，明

确工作职责，做到组织人员落实、场地经费落实、活动

内容落实。廊下镇制定一批富有特色的《宅基公约》、

《楼组公约》、《家训家规》。张堰镇对各学习圈制定学

习圈制度、学习圈公约、学习圈活动记录制度等。

组建队伍 搭起“圈”的架构

各街镇（工业区）将学习圈的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

置，专职兼职教师、村居办学干部、志愿服务者队伍是

15 分钟学习圈建设的重要人员保障。漕泾镇成立了

由村居委学习干部组成的活动指导联络员队伍、由宅

基（楼组）学习点负责人组成的领头人队伍、由村居学

习点志愿者和学校志愿者组成的社区修身学习点志愿

服务队等三支队伍。石化街道整合社会资源，组建了

一支来自各个领域的优秀师资队伍，除了吸引知名“大

咖”外，还吸纳了知名艺术家、一线高级工程师、律师、

退休老领导等一批社区“名人”加入。

贴近需求 丰富“圈”的内容

为提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让村居

民听得懂，学得进，受教育，见行动，各街镇（工业区）

明确传统美德教育、家庭教育、民俗文化教育、科普创

造教育、文明道德教育以及休闲娱乐教育等内容，以满

足各年龄段、各层次群体学习需求。亭林镇根据村居

民需求，发放菜单配送学习内容，各学习点根据自己的

需求自主选取。吕巷镇将 15 分钟学习圈和巷邻坊工

作站相结合，进行宅基村民的心理关怀、传统节日互

动、沟通交流、党建知识宣教等各种形式的活动，不断

丰富宅基点附近村民的学习内容。

灵活方式 增加“圈”的引力

各街镇（工业区）针对村居民文化、爱好、习惯等不

同特点，采用“巡展、巡讲、巡演”的方式开展学习活

动。村居民利用休息日或晚饭后休息时间，到学习点

来参加讲故事、演小品、看演出、说案例、看展览等活

动。张堰镇通过组建自主学习团队的做法，吸引了更

多的村居民参与到身边的学习活动中来。吕巷镇社区

学校和施泉葡萄合作社、巷邻坊开展相关部门共建巷

邻坊学习圈，在挂满葡萄的藤架下开展学习交流活动，

创新学习方式。朱泾镇注重培育文化团队，通过团队

的各项活动使15分钟学习圈建设焕发出活力和生机。

主动服务 显现“圈”的成效

通过终身教育 15分钟学习圈建设，把课堂直接设

在村宅、楼组村居民、企业车间，有效拓展教育阵地。

在地处比较偏僻的村宅，一些行动不便和不识字的老

年人也能够近距离参与到各类文化教育培训活动中

来，一些有学习愿望和需求的建设工人（外来务工人

员）也逐步加入进来，进一步扩大了社区教育覆盖面。

15分钟学习圈通过精心设计主题内容，灵活多样

的组织形式，生动活泼的表现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文明礼仪、道德公信传播到村宅、楼组和村居民

中间，使得社会文明在民间生根发芽。宅基（楼组）修

身学习点不仅成为居民的学习场所，而且成为村居民

相聚聊天的议事点，通过现场调解邻里之间的纠纷和

矛盾，形成了社区治理有效的形式。

学习圈激发了村居民的学习热情和自觉参与学习

的意识，有效地丰富了村居民生活，使更多的人告别了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到健康文明的文化活动中来，

不仅提升了社区居民的整体素养和文明程度，而且培

育了乡村文明新风。

两年来，金山各街镇（工业区）终身教育 15分钟学

习圈建设项目共投入建设经费 697.36 万元，建设多元

学习点 876个，开展各级各类学习教育培训活动 14759
次，金山市民参与各级各类学习教育培训活动达

455620人次，各街镇（工业区）社区学校积极组织专兼

职教师参与 15分钟学习圈建设有 709人，组建了 3101
人的志愿者队伍，全区共培训学习点带头人物 440人，

制定乡村民约公约 866 份，为构建和谐金山作出积极

的贡献。

领军

熊国瑞：金山海派麦秆画家

人物

孙丽娟：廊下莲湘奶奶 唐秀芳：金山方言故事王

金山区农村人口众多，农民居住以自然宅基村

落为主。2014年，金山区教育局根据这一区情，以

构建区域终身教育体系的实验为契机，选择廊下镇

作为实验点，以打造 15分钟学习圈为载体和途径，

创新终身教育发展路径。2016 年 4 月，在“廊下经

验”的辐射推动下，15分钟学习圈建设工作在全区

全面推广铺开，此项工作受到各街镇（工业区）党委

政府的高度重视。

“15分钟学习圈”即村居民在步行 15分钟范围内就有适合自己学习提升、参与各类文化活动或开

展自主学习的场所。

◆学习圈是村居民的学习圈。它的服务对象不分性别、年龄、文化层次，做到整合一切文化资源，

能者为师，全纳，包容、开放，让每位村居民进得来、留得住、学得进、有收获。

◆学习圈是家门口的学习圈。选点建址离老百姓最近，让每位村居民步行15分钟左右就能参加学

习，是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学习方式灵活多样。

◆学习圈是心贴心的学习圈。学习内容贴近村居民生活实际，涉及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真

正做到“民有所需、我有所教、学有所成”。

前
言

后
记

廊下镇 漕泾镇 金山工业区

漕泾镇
李正芳修身学习点

潘阿姨修身学习点

张大妈修身学习点

沈瑞忠修身学习点

嘎讪胡修身学习点

阮巷老街学习点

朱泾镇
钟楼“IN家园”学习点

东林居委学习点

白玉兰女子学知社

长浜传统技艺活动点

万联村学习点

温河村学习点

枫泾镇
新义村学习点

团新村学习点

白牛居委学习点

枫阳居委学习点

新苑小区学习点

新黎村学习点

金山工业区
第五学习点

第一学习点

恒信学习点

运河学习点

老伙伴学习点

恒顺学习点

金山卫镇
海帆学堂

常春藤老年学苑

星火先锋

快乐家族

夕阳红

南门六艺坊

廊下镇
光明村莫厍宅基学习点

中联村吴泾宅基学习点

南陆村姚家宅基学习点

特色民居夏德英学习点

景展居委会学习点

南塘村学习点

吕巷镇
干巷社区新泾1组学习点

19组巷邻坊

连心堂

马新村4组学习点

13组老年活动室学习圈

山阳镇
自治学习点

书海拾贝学习点

多功能活动室学习点

手工创作学习点

第二网格学习点

海辰老友学习点

石化街道
“荟萃园”市民修身基地

教院附中风筝工作室

阳光城学堂

石化街道睦邻中心

“美家美居”楼组

“721”文化学习楼组

亭林镇
“小老虎”学习点

“金”彩课堂学习点

智爱大课堂

寺水年华学习点

“驳”乐在线

“暖阳”学习点

张堰镇
孝老学习点

睦邻学习点

低塘学习点

墙门埭学习点

周家埭学习点

聚贤室学习点

漕泾镇
陆永观 沈瑞忠 苏宝云 陈连华 张雪勤

方彩琴 顾小洪 李华芳 沈伯良 李正芳

陶金龙 姜晓敏

朱泾镇
徐凤英 何青青 胡叶萍 张黛弘 周 勇

章慧丽 王 霞 胡晓晴 曹春燕 朱 唯

枫泾镇
郁新华 沈晓宏 黄春华 王姚莉 贺 安

徐 冰 方 芳 张选青 陈 琛 项 东

王唯一

金山工业区
马跃栋 卫章华 陆国欢 吴晓凡 顾嘉凯

吴玉兰 沈金龙 黄 骅 王引芳 王永明

金山卫镇
陈海明 林菊花 周勤华 杨龙生 姚明华

钱 丽 夏永华 孙晓红 范引华 俞仁良

廊下镇

钱贵祥 钱娟艳 许照明 顾引娥 戚宝英

谢雪良 姚桂林 赵秀月 蒋连根 彭友明

吕巷镇
陆公弢 沈秀奎 蔡惠英 叶健英 陈二娣

干明观 张德龙 顾春红 陈 军 王南平

山阳镇
王永冲 胡华林 王剑华 陆丹梅 孙秀贞

姚永贤 张宝芳 徐阿华 黄惠芳 刘昌顺

石化街道

熊国瑞 黄 懿 施小根 杨华璞 刘兴龙

蔡丽君 黄佳珍 李玉兰 杨玲玲 董英花

亭林镇
吴国盛 徐金辉 顾大龙 周 珍 陈新云

顾耀根 金旭剩 金仙华 陈雪萍 高 萍

顾水芳

张堰镇
丁 洁 金连珍 何雪薇 陆永观 朱 凤

陈翠娥 吴 洁 沈小弟 王平欢 史伯贤

金山区终身教育15分钟学习圈建设优秀街镇

金山区终身教育15分钟学习圈建设优秀学习点

金山区终身教育15分钟学习圈建设学习之星

光
荣
榜

学版画学版画

埭头上的舞蹈埭头上的舞蹈学习圈带头人授奖学习圈带头人授奖学做盘扣学做盘扣

宅基上的音乐家体验农家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