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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餐”的文明
! 殷志军

汇善汇美 文明徐汇
徐汇报/徐汇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专刊

!

!"#$ ! % " ## # $%&' ()* +& ,-.

综合新闻

城市的核心是人。文明城市的核心是人的素质。创建文明城区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生活更为安全、便捷、舒适。过去的一周，本

报记者连续第四次展开实地走访，记录徐汇创全路上的人和事。创

全，没有旁观者，没有局外人。我们都是文明的追求者，也是文明的

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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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桂苑是虹梅街道一个建于
上世纪 90年代的高楼层小区，楼
房均在 20层以上，都说老小区管
理有难度，尽管如此，这里的志愿
者们却用自己踏实的每一步，印刻
下文明的脚印，为小区的建设、管
理添加助力。

记者了解到，志愿者们为了更
好地完善小区环境，常常奔走于小
区的角角落落，大楼高耸，但每一
层都有志愿者们的脚印。“手机的
计步器里，志愿者们的脚步数都有
记录，常常都是一两万步的。”

居民区书记王丽凤的手机计
步器里，两万多步不在话下，本区
创全工作、小区综合治理……王丽
凤带领志愿者团队活跃在小区各
处。巡查楼道卫生情况、清洁家园
活动……为了保证小区卫生无死
角，志愿者们一步步地走、一点点
地查看，从而让长效固守。刘跃进
是怡桂苑小区物业的一名保洁员，
风雨无阻地坚守岗位，今夏大酷
暑，汗流浃背是写照；早晨五六点
就能看到他清扫小区道路和楼道
的身影，每每哪里有垃圾，他也总
是第一时间赶到。周宏胜是物业的
维修工，积极配合居委工作：本区
创全宣传经常需要制度上墙，周宏
胜总是毫无怨言帮助居民区布置
安装，有需要时还放弃午间休息进
行工作。沈仲毅是怡桂苑党支部委
员，又是楼组长、平安志愿者，在平
时的工作中总能起到好党员的模
范带头作用，每星期一次的路口执
勤、道路的巡查和小区每月两次的
治安巡逻、小区的楼道整治总少不
了他。怡桂苑里这样的志愿者还有

很多，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力量为本
区创全添加助力。小区志愿者们踏
踏实实的每一步，见证着所有为文
明城区创建付出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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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创全达人！我们的
目标是？争创全国文明城区！怎么
做？从我做起！”这是康健街道长青
坊党总支、居委创全的口号，说出了
长青坊居民“打赢攻坚战，誓创文明
城”的决心。

康健街道长青坊居民区是一个
混合型居民区，其中有售后公房“军
干所小区”、商品房“康健星辰小
区”。售后公房小区硬件设施薄弱，
商品房小区居民们对创全的支持率
低，怎样发挥好自己的长处，补好短
板，一直是摆在党总支、居委创全的
主要议题。

为了提高小区居民对创全的支
持率，长青坊党总支、居委，建立一
支吹响创全集结号的微信群———

“长青春风”志愿者团队，通过微信
群及时发布迎检信息，及时调配问
卷志愿者。在“长青春风”志愿者队
伍中涌现出许多“创全达人”，她们
熟悉创全标准，熟练掌握问卷答题
技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然
于心，“大嗓门”颜阿姨和“一支笔”
王老师就是其中一对引人注目的

“夫妻档”。颜阿姨既是街道市民巡
访团一员，又是小区楼组长、志愿者
骨干；既要关心小区独居老人，又要
参加小区卫生整治；不仅把家庭打
理好，还帮助居委完成创全任务。王
老师是小区的“秀才”，为创全工作
出谋划策，为创全活动写会标，出个
创全板报，写篇活动通讯，样样拿得
出手，居委会和居民们都夸他俩是

“文武双全”的“创全夫妻”。
对照迎检标准，长青坊居民区

的“创全达人”在长寿街坊召开的
“全力以赴助力创全冲刺”创全问卷
交流会上，结合几次参加市、区、街
道的模拟调查问卷的经验，与街坊
志愿者一起对前期的入户问卷工作
进行了交流分享，以提高各居民区
的问卷满意度。

通过小区综合治理，军干所小
区在居民休闲散步的绿地形成了

“一路一带”，即更新一条文明遛狗
路，增设一条文明养宠宣传带，安置
一个宠物便纸箱。通过“明沟暗渠”
工程，更新窨井盖，楼道防盗门重新
油漆，门卫粉刷、小花园增设 6把休
闲椅等工程，硬件设施提高，使军干
所小区环境焕然一新。

如今走进创全小区，大门口“文
明引导员”的热情接待，修葺一新的
门卫室，入口二百米内各种创全宣
传标牌、绿化带里的文明花草牌、居
委会指向牌、小区内未成年人活动
室、社区家长学校、学雷锋志愿服务
站的指示牌，宣传栏内的创全海报，
无不彰显着创全宣传的氛围。走进
楼道，志愿者清除了楼道堆物，还原
了楼道面貌，居民们主动参与的贴
墙画活动，扮靓了“美丽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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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位于龙
华西路 1号，在创全过程中，民航学
院增加了学校中的创全宣传氛围，在
校园橱窗的显著位置图文并茂地增
加了创建文明校园的宣传内容，增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设计了关
爱未成年人公益广告，在显著位置张
贴学生守则。在学校的日常管理当
中，除了做好物防、技防措施之外，还
增加了人防设施，整个校园内没有占
用、堵塞消防通道的现象。校园在轮
椅通道、扶手等无障碍设施处增加了
指示标识，确保学生自行车辆等不占
用消防通道。

记者随意走进一间教室，看到
醒目位置布置了核心价值观内容，
学生和教师都能熟背核心价值观

24字内容，并且知道徐汇区正在创
建全国文明城区。由于上海民航职
业技术学院周边并不是繁华的商业
区，因此 200米内没有看到经营性
网吧、电子游戏经营场所。记者在周
边走了一圈，发现这里人流比较少，
并没有歌厅、舞厅、游艺厅等娱乐场
所，不远处就是徐汇滨江，学生早、晚
可以在这里跑步，锻炼身体。龙华街
道在“五违四必”整治过程中，加大了
校园周边的无证照摊点的整治，防止
游商在校园门口兜售产品，净化校园
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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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广场往往是城区文明的风
向标，9月 6日上午 10点，记者对
标创全要求，实地走访位于肇嘉浜
路 889号的徐家汇公园篮球场，发
现总体情况良好。

记者从肇嘉浜路宛平路路口向
北，沿着宛平路围着徐家汇公园篮
球场走了一圈，发现在整个篮球场
的四周的绿化带中穿插着各种公益
广告，而在篮球场的围栏内外则分
布着大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讲文明树新风”“关爱未成年人”等
公益海报，周围散步的行人不仅能
观看到各种公益广告，在篮球场运
动的年轻人也能时刻观看。整个篮

球场以及周边环境整洁，公共厕所
保洁及时，无明显异味。

作为公共广场，前来锻炼的年
轻人往往会带着矿泉水前来，记者
在现场看到，几位锻炼的年轻人把
喝完的水瓶都随身带出篮球场，扔
到垃圾桶中。当天负责球场管理的
志愿者马阿姨向记者表示：“周末晚
上来的人比较多，在我们的督促下，
他们也能遵守规范。由于前来锻炼的
年轻人大部分都在周边工作，对于
创全也比较了解，所以都能配合我
们的工作，你看上午 11点关闭篮球
场，年轻人已经自觉停止运动了。”

在门卫室的窗口处，记者看到
悬挂着一本意见簿，发现其中最早
的留言是 2016年 5月的。“我们会
根据意见簿中提出的建议进行改
进，你看这个医务箱内各种救护用
品都配备了，有人受伤都能第一时
间取用。”马阿姨翻开医务箱，把创
可贴、消毒棉、风油精、麝香保心丸
等摊给记者看，“其实意见簿中大多
数都是感谢，特别是一些遗忘物品
的失主，找回失物后都特别激动、特
别开心。”马阿姨表示，由于球场建
造时间较久，目前通过维修先保证
篮球场的正常使用，不久后已有返
修计划。在离开篮球场时，记者发现
在宛平路上有车辆违章停靠在路
边，等待进加油站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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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 st4 mnu日前，
徐家汇街道对小区进行消防安全检
查时，发现消防设施有破损、消防阀
门无法打开、楼道防火门敞开等问
题。9月 6日，街道专门组织各居民
区负责人、平安志愿者到汇贤雅居

召开现场会，就消防安全工作进行
进一步部署。

在小区 9号楼道内，交大居民
区书记陈国强将楼道内配备的灭火
水枪、水带等一一拿出，详细介绍消
防安全检查需要做到哪些要求，除

了要检查设备是否齐全外，他说，
“只有打开测试后才能知道灭火水
带是否有漏洞，阀门是否完好。”推
开安全通道的大门，陈国强指着灭
火门说道，“所有楼道的灭火门都要
求关闭，否则在火灾出现后，烟雾会
把救生通道给淹没，甚至火势也会
随之蔓延。”徐家汇街道社区平安办
主任卫钢介绍道：“街道还将深入开
展居民区火患排查整治，除了对消
防设备进行全面检查以外，针对地
下车库、电动车存放地也将进行滚
动式排摸检查，消除火灾隐患，切实
提升辖区火灾防范能力。”

在现场会上，街道党工委领导
表示，创全的底线是安全，居委、物
业一定要加强对灭火设备的保养、
维修和检查，并通过宣传引导居民
树立正确的消防安全意识，闭紧防
火这道门。街道领导同时动员居民
区负责人、平安志愿者，做好督促检
查、推动现场整改、加强小区宣传等
工作，防微杜渐把好消防安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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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微杜渐 把好消防安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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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誓创文明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