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新闻

本版责编 倪丹美

!"#$ 年 $ 月 #% 日

社区版

3

家门口小客厅 社区自治微平台
沉香居委管辖沉香苑一街坊、二街坊两个自建动迁小
区，17万平方米的区域居住着近 2千户动迁居民，从村民到
居民的角色转换，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居委会工作面临
很大的挑战。在区域化党建的统筹下，小区党支部组建“议事
小客厅”的想法得到了结对单位沈庄村的大力支持，对于小
客厅的功能布置，则通过深入群众调研、多方征询意见，最终
开辟了理事议事角、休闲娱乐角、健康关爱角、文化体验角及
成果展示角等 5个居民自治天地，完善了居民的活动空间，
使居民能够不出家门，享受社区服务带来的便利。

理事议事角!聚人心
!"#$ 年初，经社区居民代表投
票表决，成立了以热心公益的离退
休老干部、老党员与居委会成员共
## 人组成的社区理事会，制定了理
事章程。
针对小区出现的问题，理事会
采取“五步法”：即头脑风暴、反复
讨论、对症下药、合力共谋、共同票

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是航头镇 !&#* 年各
项工作中的“重头戏”。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
落实推进是社会形势
发展的需求，是补齐短
板的需求，更是增强人
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
感的需求，也为 !"+*
年航头全力创建全国
文明镇打下坚实基础。
航头镇文化服务中心
紧紧围绕这一重点工
作，于 ) 月 +( 日起举
办“五违四必补好短板
共建航头美好家园”
!"+* 年航头镇环境综
合整治主题巡演活动。
此次活动遍及全镇 !$
个村 （居）、社区工作
站，所到之处观众无不
反响热烈，活动期间共
吸 引 +"""" 余 人 次 驻
足观看演出。
此次巡演紧紧围
绕
“环境综合整治”
“
、中
小河道治理”
的主题，
创
作的节目反映全镇干部
群众“五违”必治、
“四
必”
先行工作的决心。
锣
鼓快板《五违四必得人
心》、小品《清清河水》、
表演唱《河长制推动水长清》、
独脚戏
《文明行动》、
小品《文明路上》等贴近
群众生活的节目，
以寓教于乐、接地
气的表演形式，
一方面全力助推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
把环境综合整治的各
项方针、政策宣传到千万家；
另一方
面通过宣传演出，
让群众提高文明素
质，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以实际行
动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精彩的表演
不仅赢得了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更
让他们在观看演出的同时，
也对此次
环境整治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
演出过程中，
工作人员们还把一
份份 《参与环境整治 共建美好家
园——
—致全镇人民的公开信》发到了
群众手中，
让每一位群众都能成为美
化家园的宣传者、
参与者、
爱护者。
近年来,随着航头的转型发展，
镇文化服务中心将继续围绕镇党
委、政府重点工作，扎实推进“一村
一居一品”创建、
围绕“家文化”举办
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打造特色文
化，以更高站位、以更大担当，为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文化需
求，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升文化
软实力，为实现航头创新转型新发
邵菁
展而努力奋斗。

休闲娱乐角!悦人心

健康关爱角!暖人心
居委会联合御康医疗机构于
每周二上午对社区老年人进行义
务咨询、诊疗，设置健康档案，适时
掌握老年居民的身体状况；
每周四下午，由社区居民自发
组建的义务量血压队，为老年居民
进行量血压和健康体检活动；
不定期邀请三甲医院专家开
展健康知识讲座，
“ 高血压”、
“ 糖尿
病”及“痴呆症”等普通常见病防治
受到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
小小健康关爱角成了老年朋
友安享晚年生活一个爱的港湾。

为 打 造 精 彩 的 老 年 生 活 ，为
老 年 人 提 供 聊 天 解 闷 的 场 所 ，居
委会在议事小客厅内设置了电视
放映室在内的娱乐角，每天娱乐
角内欢声笑语，在给老年人送上
文化体验角!融人心
了精神食量的同时，让他们感受
在文化体验角内，居民们常常
来自社区的关爱。
欢聚一起，
创作并体验“瓷刻文化”
、
小区党支部书记丁娜弟说：
“自
“版画艺术”等草根艺
、
从有了休闲娱乐角，老年居民之间 “书法写生”
不仅系
就多了一条相互沟通、
联系的纽带， 术作品，作品内容贴近实际，
统展示了社区
“家、
孝”
文化主题，更
让他们不再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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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让居民们
在共享文化大餐的同时，逐步营造
其乐融融的社区大家庭氛围。

成果展示角!换人心
居民骨干引入“阳台种植”理
念，在成果展示角内种植有机蔬菜，
体验自己动手的创造乐趣；闲暇的
时候，还指导和引导其他居民在自
家阳台进行种植，看着满眼的绿，闻
着蔬菜的清新味道，小区居民陆阿
姨说：
“ 在阳台种植蔬菜有三大好
处，既可以吃到无公害的新鲜蔬菜，
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陶冶情操，
体会劳动成就感，更可以逐步消除
毁绿种菜观念，让居民享受小区环
境一体化的居住环境。”
沉香居委
“议事小客厅”
采取
“有
事大家议、
有话大家讲、
有难大家帮”
的理念，
不断培育
“家、
孝文化”
，
从微
平台建设入手，
让居民享受家门口服
周夏波
务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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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电出击 联合整治地下饮用水加工黑窝点
$ 月 !- 日上午，航头镇食
安办协同市场监督管理所、网
格化综合管理中心对隐藏在鹤
鸣 () 组的一家地下饮用水加
工黑窝点进行突击整治。现场
发现加工窝点存放有废旧饮水
桶、加工设备，通过用回收的废
旧饮水桶充填自来水来冒充
“千岛湖”等品牌的桶装矿泉
水。市场所执法人员即刻采取
了没收违法加工材料的整治执
法行动。此次执法共出动 #& 余
人，没收 #&& 多个废桶，* 桶桶
装水，两个加工用蓄水桶，取缔
秦兰
了该黑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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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一环扣一环，形成集体意见，减
少了由于简单
“拍板”造成的决策局
限性，
避免了不必要的矛盾与纠纷。
停车管理、
会所管理、
毁绿种菜、
陈旧设施综合改造等一系列涉及民
生的共性问题都形成了可行性意见，
并着手实施，
困扰多年的问题得到了
有效的突破，
不仅开阔了居委工作的
视野，更是畅通了居委发展的瓶颈，
受到小区居民的一致赞誉。

有着 %& 多年党龄的老赵逢人
便说'“以前没有理事会，对居委和
物业的建议说了，解决起来不及时；
现在，提的建议理事会马上议论，
立
即出结果。我觉得理事会这个团队
很好，为群众谋福祉、就必须‘接地
气’，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群众关注
的热点难点问题
‘原汁原味’地解决
掉，成为群众的贴心人”
。

“邻家阿弟”
胡威杰

·安全感满意度专题之优秀民警·

一米七八的个子，
配着一张亲切的面庞；
言语
不多，
说话前总爱思索片刻，
然后提一提鼻梁上那
副银丝眼镜，仔细回答每一个问题。——
—这，
就
是(# 岁的社区民警胡威杰给人的第一印象。
!&## 年，胡威杰来到浦东分局航头派出
所。!&#( 年他成为社区民警，
管段在长达村。长
达村位于航头镇西，实有人口 #!&&& 多，其中
外来者占将近一半，这里紧临浦江镇，地处浦
东闵行交汇处，治安形势复杂。自胡威杰在此
任职以来，长达村未发生过 # 起重大刑事案
件；村民们习惯了这样的安宁生活，也有越来
越多人喜欢上了这位亲切的
“邻家阿弟”。

我们还看到有工人搬运大袋货物进屋，东西都
是用蛇皮袋装的。”随后，
胡威杰立即查看了监
控，很快找出了那辆“卡车”，并锁定了驾驶员，
经查，
此人在盐业公司任职。
“如果是这样，这里很可能是个非法食盐
加工作坊！”得出这个大胆的结论后，胡威杰立
即将情况汇报给了所领导……
根据胡威杰找到的线索，分局治安部门经
过四个多月调查，终于查证了这栋“神秘别墅”
里涉嫌生产假冒食盐的违法事实，同时又挖出
了位于航头地区的另外 ! 处制假盐窝点，并将
其一网打尽。“神秘别墅”的秘密大白于天下
时，
胡威杰的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

智破假盐大案
!&#% 年 % 月的一天。胡威杰带着外口社保
小刘正在走访长达佳苑小区，突然，他停下了
脚步。身旁的这栋别墅已空置许久，而此刻底
楼的窗户全都用塑料纸贴上，连正门口底部的
门缝也被得堵死死的。胡威杰觉得不对劲。
很快，
“神秘别墅”的门被他们敲开了。开
门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看到民警，
下意识地用身体堵住了门缝，
“警官，
有事吗？”
胡威杰不露声色地说：
“你好，我是长达佳苑的
社区民警小胡，今天来进行外来人口登记，请
您出示一下身份证件……”
在随后短暂交谈中，
胡威杰发现：
别墅里墙
边堆放了数十个蛇皮袋，旁边摆放着一台机床，
具体是加工什么呢？为了不
“打草惊蛇”
，
胡威杰
并未提出进屋查看，
而是若无其事地离开了。
随后，胡威杰带着小刘直奔小区物业，向
保安了解情况。保安的回答进一步让他肯定了
自己的猜测：
“平常一直有卡车进出那栋别墅，

亲切热心的"邻家阿弟#
!&#) 年末的冬夜，胡威杰在睡梦中被电话
吵醒。来电的是长达佳苑居民老谈，因为天花
板漏水，这会儿，他正跟楼上邻居老夏激烈地
争吵着。胡威杰磨了半天嘴皮子，总算暂时将
纠纷平息了。
第二天一早，
胡威杰首先联系了物业公司，
接着赶到谈某家里，在物业公司上门查看、
整修
的当口，他又拉着谈某来到夏家。一个上午下
来，
谈、
夏两家握手言和了。原本这起邻里纠纷
就此该画上句号了，
送走老谈后，
胡威杰跟老夏
唠起嗑来：
“老夏，
你们家装修得不错啊。“
”随便
弄弄，
在咱们小区就是个平均水平。”
听到这里，胡威杰话锋一转：
“老谈家里很
简陋，他家的情况你了解吗？”
“老谈家里比较
困难，他妻子去年查出癌症晚期，老谈也有心
脏病，不能干重活儿，但女儿快高考了，为了孩
子，他还在一家家具厂里硬扛着。”

听到这里，胡威杰的内心沉重起来。说着
说着，老夏的语气也充满了自责：
“小胡你说得
对，街坊邻里的应该互相帮衬，昨晚老谈大半
夜上来吵，
我冲动了，真不该跟他吵呀。”
告别了老夏后，
回到所里，他将谈某家的情
况向所领导汇报，
所领导听后立刻安排与谈某家
帮困结对，
并叮嘱胡威杰发动社区一切资源对谈
家进行重点帮助，
以确保老谈女儿安心迎考。
从那天起，胡威杰又多了一个“家”
：他三
天两头地往老谈家跑，生活上的嘘寒问暖，学
习上的帮困解答，俨然成了老谈的“邻家阿
弟”，而他的关怀和帮助，也成了鼓励老谈女儿
前行的动力。
渐渐地，这位“邻家阿弟”的故事，在小区
传开了，每次社区走访，总有人拉着他“上家里
坐坐”，受访的居民中也总有人要留他在家吃
饭。而胡威杰呢？总是婉言谢绝。
虽然做社区民警不过 ( 年多，
但他的脚步早
已踏遍管段的角角落落。也许社区无非是些鸡毛
蒜皮、
家长里短，
没有那么精彩，但胡威杰知道，
自己的根在这里。未来，
他依然会一如既往地走
金钱炜
下去，
成为大家的
“邻家阿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