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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治理”
让居民小区环境升级
最近，在凌云街道的居民区里，
居民每周都能感受到小区环境的升
级，
究其原因，
是
“一周一行动”
的
“软
治理”在起作用。所谓的
“一周一行
动”
是凌云街道在各居民区开展的专
项治理活动，
针对徐汇创全目标任务
和 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出的小
区环境中较为薄弱的问题，
居民区每
周开展
“一行动”
，
包括非机动车管理、
楼道治理、
黑广告整治等专项整治活
动。开展近一个月来，
颇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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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凌云街道“一周一行动”的项
目表上，
不少都是社区管理的“硬骨

头”，是在居民区普遍存在的顽疾。
比如非机动车乱停放，可以说不少
小区都会有。除了乱停放，
还有车棚
里的“僵尸车”，再加上最近颇为红
火的共享单车在小区内的胡乱停
放，整治难度不小。
“一周一行动”
就
是拧成一股劲，这周的目标定为清
理非机动车乱停放，那么矛头就直
指症结。在凌云街道居民区开展的
治理活动中，整治开始前的较长一
段时间内，小区就张贴了清理告知
书，请居民配合及时主动清理自己
弃置的废旧车辆。在集中整治开始
时，
“三驾马车”联合志愿者及相关
职能部门在小区开展拉网式清理，
发现一处清理一处，
“僵尸车”逐一

回收；小区道路、楼栋旁的非机动车
集中停放于车棚；共享单车清出小
区，有序放于路边划线停放范围内，
经过集中清理还小区有序环境。擦
亮橱窗行动中，原先蒙尘的社区宣
传栏、黑板报重放光彩，
成为为居民
提供新鲜资讯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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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
“ 一周一行动”开
展数周后，不少居民区环境都有了
一定程度的提升，
原先的顽疾、死角
都被一一清理。对此，
居民也都有收
获感。不少参与行动的志愿者都是
各小区的居民，他们说，
参与活动就

邻里亲情“一家人”照顾残病母女廿多年

是为了让小区变美。
—
此前推出的楼道专项整治——
让楼道“清”无一物中，居民区联合
了业委会、
物业、志愿者们对楼道进
行整治，包括楼道里的堆物、清除黑
广告等。经过整治，楼道里焕然一
新。居民王阿姨说：
“楼道里变化很
大，
原先上下楼梯，总有一些杂乱的
堆物，现在好了，楼道里全部清爽
了。
环境整洁了，估计大家也不好意
思再去破坏。”
“一周一行动”的专项
整治都和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因而
整治成果居民也最有感受。

管理
‘硬骨头’
，
以
‘项目化’
助推自治
共治
‘凝聚力’
，
以
‘正能量’
激发社区
建设
‘新常态’
，
从而培养居民自觉维
护小区环境的意识和习惯，
提升基层
自治水平。”从数周的实践中看到，
“一周一行动”
效果切实。比如共享单
车违规进小区的情况原本呈增长趋
势，
经过整治有所改善，
并且小区保
安在门口就会及时对单车进小区行
为进行劝阻；
黑广告整治中已经总结
了
“湿、
喷、
铲”
的
“技术手段”
；
为了维
持长效管理，整治后，居民区与业委
会、
物业的配合不停，同时引导居民
参与推进小区综合治理。
小区综合治理是文明创建的重
de[\fghiZTjk
要内容，也是改善社区环境的重要
“全面推进小区综合治理工作， 机遇，街道方面表示，在今后的工作
可以有更丰富的内容。”
凌云街道有
中，
还将积极引导多元参与，注重建
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
‘一周一行动’ 立常态长效可持续的工作模式，打
的专项治理就是为了努力化解一些
造居民满意认可的“宜居凌云”社
社区难点问题，
以
‘软治理’
啃下社区
区。
记者 l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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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生和邱光生是儿时的伙
伴,
1992年夏秋季节的一天，邱光生
去世,家里留下一个退休在家体弱
无助的妈妈，还有一个因小时候受
到惊吓而致精神重残，病情时好时
坏的小妹妹。面对家里孤儿寡母,
一
个残破不堪的家庭,心地善良的张
玉生实在看不下去。于是，张玉生隔
三岔五地上门，不时地伸出手帮一
把。时间越久就越发不可收，
以至成
为支撑这个困难家庭的重要“靠
山”。
张玉生对待小邱的老母亲孙银
妹，
胜过一般意义上的亲儿子。邱家
的大事小事，特别是平日里买米买
油等重活，都是由张玉生拿着“解困
卡”一趟趟跑粮油商店拎到家。而儿
时伙伴的妹妹邱玉琳年龄与张玉生
相差 11岁，但是她却口口声声地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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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生“舅舅”
。平时生活上吃吃喝
喝的要求，小妹都是由“舅舅”解决
的；碰到就诊、取药等难以搞定的任
何困难，也都找
“舅舅”来摆平。正因
为“舅舅”的权威不可动摇，所以邱
玉琳发病时，任何人的话都可以不
听，
而“舅舅”
的话却是必须听的。这
个家更为不幸的是，她 5年前还患
上乳腺癌，被切除了一侧乳房，近期
癌症又有转移的迹象。命运虽对她
很不公平，而正是“舅舅”和其他好
心人，
给了她生活下去的勇气。
去年下半年，
区里适老改造项目
落实下来。张玉生与居委会安排的小
区其他志愿者一道，
不仅顺利解决了
母女俩
“吃饭难”
的问题，
还帮忙收拾
屋子，
自己掏腰包添置毛巾架、防滑
垫等小物件，为了改善老人居住环
境,
老张瘦了,
老人看到住了二十多年
的毛坯房焕然一新笑了……
随着年岁的增加，孙银妹生病
的情形越来越多。俗话说，
久病床前
无孝子，张玉生却以行动证明了自

己的孝心。不管是请医生登门，看病
配药，还是陪同她去医院门诊、吊
水，
忙前忙后，
绝无怨言。今年 2月
2
3日，孙银妹因心衰住进市八院，
直到 3月 1
6日病情稳定后才出院。
整个住院期间，全是张玉生一手照
应。以致同病室的病友们异口同声，
都夸这个“儿子”
好孝顺。后来听说
他们只是个邻里关系，一个个摇头
表示这
“绝不可能”。
2
4个年头，每年 36
5个日日夜夜，
说起来很简单，坚持下来却又是十
分地不易。张玉生从刚开始纯粹是
道义上的感情投入，发展为生活中
的一种惯性，再后来就自然而然地
上升为亲情。张玉生虽然 5年前因
冠心病体内装了支架,因长期照顾
邱家,这种特珠的感情他割舍不了,
不是骨肉至亲，却享有“一家人”的
情感待遇。老张这种助人为乐的精
神背后,
是一家人鼎力的支持，让张
玉生帮邱家做事时腰杆笔直，满心
宽慰。
记者 {|}

跑跑跑，青春助力创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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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345 678 9:;<5月
7日上午的徐家汇公园广场，徐家
汇青年创全宣传定向挑战赛在一曲
《徐家汇文明》 的 RAP歌舞中动力
开场。26支队伍，一百多名团员青
年，从徐家汇区域内的单位、楼宇、
社区为创全汇聚而来，为宣传创全

而奔跑。
定向赛选择了社区内十余个创
全点位，设计了 3条不同路线。发号
令响，
26支分别身穿红色、绿色、粉
色 T恤的参赛团队，当场领取与团
队颜色相呼应的一条线路任务单，
根据线路和要求拟定“作战方案”
，

迅速跑向大街小巷，
以团队合作、
定
向挑战的方式，在各个点位完成各
类文明小游戏的过程中，宣传文明
创全活动和文明行为。
!"#$%&'()*+,./!" 0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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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
1日，徐家汇街道召开创全创卫暨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工
作推进会，通报工作情况的同时对下一阶段更进一步做各项工作进行
再部署、
再动员。会议要求，创全和日常工作不可分割，把创全真正融入
到落实到日常工作中去。
记者 9:;
! 5月 8日，三支来自部队的“创全突击队”在龙华街道的俞三、
民苑和云锦居民区开展了整治活动，将整治的重点放在长期废弃不用
的自行车上，不仅集中运走了 30
0多辆废旧自行车，而且进一步密切了
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
记者 uvw 通讯员 xy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