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 讯

! 近日，依据龙华街道和上海京剧院共同商定的“益加艺”文化艺
术志愿行动———“2017国粹好邻居”项目的安排，上海京剧院的演员们
先后来到阳光幼儿园和龙华幼儿园，向幼儿们展示国粹艺术独特的魅
力。 记者 !"# 通讯员 $%&

!“炫动虹梅”园区飞镖达人挑战赛第三季即将开战，比赛将先后
在贝岭科技园、复星科技园、越界创意园、苏州科达、市南供电、核工院
等 6个赛点举办，时间依次为 5月 9日、5月 11日、5月 18日、5月 23、
5月 25日及 6月 1日，均安排在 11：30至 13：30举办。 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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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幢大楼 72户人家，被形象地
称之为“72家房客”。5月 8日是“72
家房客”互帮互助联谊会成立两周
年纪念日，会员们聚集在“邻里之
家”，聊起了加入联谊会后的感想。
天平街道党工委书记高路也赶来，
想听听老人们对即将择址建设的街
道“邻里汇”居家养老项目有何想法
和建议。

“72家房客”居住的大楼叫科投
大厦科投阳光四季公寓，位于建国
西路287号。说起互帮互助联谊会，
时间要追溯到两年前。居住在科投
大厦的居民多为医生、教师等知识
分子，市教委原主任、肇嘉浜居民区
党员志愿者张伟江也是住户之一。
退休离职回归家庭后，这些老人的
儿女们长大成人，纷纷成家立业另
居他处，随着时间的推移，“72家房

客”中纯老家庭一天比一天多。
两年前小区发生的一件突发事

件，引发了张伟江对居家养老问题的
思考。“某天，楼内一老年人被困电
梯，众人急得团团转却都束手无措。”
张伟江说，“除了找物业，现场竟然没
有一个人知道可以拨打服务热线寻
求专业帮助，解决电梯故障。”

“我们这些老人，思维还很清
晰，行动虽有不便但还能外出走动，
属于生活可自理但难免会遇到一些
难题。那么，碰到难题了哪能办？”
张伟江为此走访了多家养老机构，
尝试找到一家能输出一条龙服务的
机构。“难，涉及到项目、人手、价格
成本等很多问题。”

养老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一
时半会儿难以解决。“近邻是亲，平
时老人们可以互相关照。”张伟江萌

生建立小区互帮互助联谊会的想
法。他开始挨家挨户敲门，联络起同
栋楼宇的党员和群众，“凝聚起来，
互相帮助”。

2015年 5月 8日，建国西路
287号互帮互助联谊会正式成立。

“电话打得通、门敲得开、人要叫得
出”是张伟江对参与互帮互助联谊会
家庭提出的三个“底线”要求。他的提
议得到大家一致赞成。张伟江说：“联
谊会要做的第一桩事情就是要让同
栋楼宇的老年住户‘老有所知’。”

联谊会成员拟定了《互帮互助
公约》，还自发编撰并出版《居家养
老百事通》，按“老有所知”“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老有所助”“老有所
健”“老有所医”“老有所依”分门别
类，罗列了应急、服务热线和便民服
务、老人休闲娱乐场所相关地址。为

了验证热线效果，张伟江还专门试
拨，结果令他“非常满意，且服务周
到，方便、快捷、优质”。

定期聚会搞活动，唱歌、绘画、旅
游、聚餐、聊家常；家中有老人病倒
了，互帮互助联谊会的老人一道帮
忙，“一边安抚六神无主的老伴，一边
帮着拨打救护热线，联系就医。”张伟
江说，“联谊会成员家中如有人生病，
大家会探望相帮，非常温暖。”

两年来，联谊会成员从原先的
8户家庭发展到现在 20多户的小
团队。“从相互认识到可以经常交
流，最终的目的是‘融合’。”张伟江
说，“左邻右里就像亲戚一样，互相
走动，相互关爱多好。”

为了方便联络，联谊会还建立
了微信群。“大家对小区管理有什么
建议，也会在微信群里聊，出主意。”

如今，在互帮互助联谊会成员的建
议下，小区楼道粉刷一新，墙上还挂
上了老人们自己的绘画作品。肇嘉
浜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郭云说：“科投
大厦现有在册登记党员 17人，我们
正考虑成立活动型党支部，作为党
员带动联系服务居民的新途径，把
居住在同一楼或相邻楼的离退休党
员组织起来开展各类活动；将党的
工作由党员志愿者个体或部分人员
带动，向社区内全体离退休党员延
伸。通过楼组党建，把松散的、动态
的楼道居民凝聚成一个整体。”

“互帮互助联谊会为居家养老
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和经验。未来的

‘邻里汇’会有很多的分支和网点，
为老人提供便捷的居家养老服务。”
高路说，“相信老人们的晚年会越来
越幸福。” 记者 *+

居家老人如何打理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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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新村居民区下辖东航龙华
苑等三个自然小区，2016年被列为
龙华街道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5个示
范小区之一，着力推进住宅小区综
合治理工作，不断创新完善多元参
与的治理体系，提升群众的感受度
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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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机场新村一名车棚
管理员因住房困难，在车棚西侧搭建
了一个5平方米左右的厨房，该厨房
在此次小区综合治理中被列为违建。
管理员老夫妻原本就借住在这十平
方米都不到的车棚内，现在厨房又要
拆，夫妻俩的基本日常生活将受到影
响，情绪十分低落。

为此，机场新村居民区党支部
书记冷丽丽、居委会主任兰岚、业委
会主任雍阳春多次上门安抚老夫妻
的情绪，并联手物业等相关部门勘
查现场，共同商讨解决方案，最终，
村居委、业委及物业联手在小区他
处清空了一间房屋供管理员夫妻使
用，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并顺利
将违建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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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小区是居民群众生活的基
本场所，小区环境好不好，老百姓的
感受是最直接、最敏感的。长久以
来，机场新村虽配置了居民活动室，
但户外却缺乏一个栖息养神之所。
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关怀下，原
有的紫藤架由水泥柱搭建，如今被
改造成由原木搭建，成为了居民日
常学习、聊天、休憩的好场所。

东航龙华苑小区已建成二十余
年，车棚墙壁斑驳、涂层剥落、电线
乱接、透风漏雨。冷丽丽、雍阳春和
物业经理程国良就车棚改造现场进
行了实地勘察。方案制定后，龙华街
道对小区车棚进行了改建，通过补
漏修缮、内外粉刷、埋线墙内、安置
电桩，整个车棚焕然一新。如今车棚

明亮通透、秩序井然，再无乱接电线
之隐患，社区居民无不拍手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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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东航龙华苑原物业
公司服务合同到期，业委会通过招
标选聘，最终与诚锦物业公司签订
了物业服务合同。经过详细测算和
数轮谈判，物业管理费由原来的每
平方米 0.8元降至 0.5元。服务近一
年来，小区整体环境大为改善，居民
与物业公司实现良好互动，物业的
服务水平得到了认可，小区物业费
收缴率提高到 95%。

机场新村居委还对居民区进行
了人防、物防、技防的系统管理，小
区治安状况大大好转，车辆失窃现
象明显减少，刑事案件发案率得到
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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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新村居民区党支部广纳各
方意见，将原本的紫藤架改建为一
个小型的“艺术长廊”。在此过程中，
居民们在紫藤架下畅所欲言，建言
献策，逐步形成了自治组织的雏形。
当街道引导居委会开展自治项目建
设时，紫藤“议”苑逐步形成了清晰
的组织构架和目标导向。

随着紫藤“议”苑的逐步推进和
成熟，议事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先后
举办了“文明养犬公约”的商讨签约
等活动。在共建单位汇城公司的帮
助下，新村内设置了 8处宠物便纸
箱，箱体内放置了一些废纸，方便居
民取用。宠物便纸箱的设立，宠物主
人方便了，小区环境明显改善了，居
民与养宠人之间的矛盾缓解了。

今后，机场新村还将继续细化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各项目标，“拆、
建、管、治”逐步推进、聚焦难点、创
新机制，在“综合”上下功夫、在“治
理”上见成效，努力提升机场新村小
区环境和居民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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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新村实现升级改造

每个居民区的车棚里或多或少
都有着那么几辆“僵尸车”，随着长时
间的弃置，“僵尸车”的数量也在持续
上升，给原有的公共空间增加了负
担，成为居民区一大困扰。“动之累
赘，弃之可惜”，到底该拿小区里的

“僵尸车”怎么办？日前，为了解决这
一困扰，田林街道各居委会同市容管
理部门、物业公司，纷纷对长期占据
小区道路的车辆进行了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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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林街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整治非机动车违规停车状况是不少
居民区首先采取的措施。比如钦北
居委就对非机动车停车库进行了一
次集中整治。整治中，居委会联合城
管人员拆除了地下车库中不规范充

电桩，值得一提的是，同时还对地下
室住人进行劝退。此外，田林十二村
居委则联合业委会、物业、志愿者、
公共卫生委员会成员，对小区内停
放的共享单车进行了集中清理，通
过在小区出入口张贴警示告示、楼
组长志愿者上门宣传、电子屏宣传、
物业保安门口堵截劝说、物业清理
等方式，总计清出 176辆违规停放
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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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林街道千鹤五居委推出了车
牌发放措施。据介绍，居民常用的自
行车可以前往居委领取指定牌子，
今后，居民的自行车就根据车牌停
放在指定位置。实行这一车牌管制
措施后，没有车牌的自行车将不能
在小区停放。对于这项措施，不少居

民都表示了支持，车牌领取现场秩
序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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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清理、整治，田林十二村还
启动了车棚自动充电装置改造工
程。要知道电动车充电所引起的火
灾事故近几年在全市范围内多有发
生，尤其在老旧小区特别突出。为了
消除这一隐患，4月 29日至 5月 2
日连续四天，田林十二村对北部非
机动车车棚进行了自动充电装置改
造工程，同时将原来车棚内人员居
住等现象一并清除，改造过后整个
车棚内，车辆停放有序，标志清晰，
为小区安全又添屏障。

车棚改造、安装智能充电桩、发
放停车牌、设立“文明出行”宣传牌
等，田林社区破解“僵尸车”难题的
举措不少。措施有效，才能将“僵尸
车”拒之门外，小区文明也期待所有
人的支持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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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明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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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顶上搭违章建筑，拆！

近日，我国自主研制
的首架大型客机 C919成
功首飞，引发了龙华居民
的热议。在居民的热议中，
一种民族自豪感溢于言
表。在云锦路 5号的中国
商飞民用飞机试飞中心的
门口，不少居民来到公司
大门口合影留念。在采访
中，首航工程师马菲依然
是很兴奋，他表示 C919
大飞机的 5位机组人员都
是试飞中心的“龙华人”，
今后这片土地上还将创造
很多个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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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m sjk tuvw屋顶上
搭违章建筑，破墙开门搭凉棚，小区
里、绿化地堆满杂物垃圾，裕德路 66
弄小区环境卫生曾经长期处于脏乱
差的状况。4月28日和5月10日，徐
家汇街道会同派出所、城管中队、市
容所、房管所等相关部门，两次采取
联合执法行动，先后对小区中的 16
个“五违”点位进行拆违整治，为小区
下一步的硬件设施改造扫清障碍。

据悉，裕德路66弄小区是街道
在小区综合治理中的一个难点。小区
里的“五违”类型多样，底楼居民在天

井破墙开门，私搭凉棚，或者在屋门
外的公共过道私接水斗池。个别居民
利用绿化地的死角，搭建起一个大型
凉棚，“贮存”私人杂物，使这块区域
脏乱不堪。面积最大的违建则位于一
处二楼平台，居民利用沿街店铺的屋
顶隔热层正好位于自家窗外的地理
优势，破墙开门，并搭建起两间违章
建筑，总面积超过40平方米。由于长
年堆放杂物垃圾，散发异味，引发周
边居民投诉不断。而违建搭在隔热层
上，同时也造成了安全隐患。

今年，街道把裕德路66弄小区

列入综合整治计划，针对难点、重点问
题制定了治理方案。经过两次联合整
治行动，封闭了9户破墙开门，拆除了
两间违章建筑、凉棚和外接水斗，并清
除了小区内一大批“存量”垃圾，一天
清走的垃圾就装满了十多辆垃圾车。

据介绍，在消除违建和清理垃
圾的基础上，裕德路 66弄小区将对
绿化进行布局和调整，统一安装晾
衣架，改造停车棚，规范停车位，增
加长椅等居民休闲设施。同时，将依
托新当选的业委会，通过“软治理”
措施，维护小区卫生环境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