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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喝醉酒微信群里频发红包"邻居发现不对劲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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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社会上出现假
唐 ﹃ 借中医养生之名开展膏
蓝
镇 盾 方、针灸等无证行医的违
开 十 法行为，造成不良社会影
响，扰乱中医医疗环境。
展
为维护医疗秩序、保护人
八
打 号 民群众健康安全，根据区
击 ﹄ 委文件要求，唐镇综治办
无 专 联合区卫监所开展打击
无证行医 "蓝盾十八号 "
证 项 专项行动，对无证中医医
行 行 疗行为开展集中整治。
此次行动共出动人
医 动 员 10人
、执法车辆 2
辆，以 "打击虚假挂牌，
保护百姓权益 "为主题，着重整治
涉及与医疗健康相关挂牌或涉及
针灸等无证治疗的商家。行动中，
综治办根据早期排摸情况，与新区
卫监所、城运办对辖区内 6家涉及
假借挂牌的店家开展检查，要求违
规商家对张贴有中医治疗等内容
的招牌限期整改，并依法对其中一
家违规经营针灸治疗的商家开具
了行政处罚单。
市面上的养生馆与中医医疗
有着本质的区别，部分无良商家通
过模糊其概念误导消费者，对此唐
镇综治办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有
资质的医疗场所进行治疗才能保
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先把人踢了 再把钱还了
某小区业主喝醉酒了在业主群

据群主小默介绍，
11月 27日

们纷纷主动提出要把红包退给李

里狂发“红包”
，一千一千的红包发

晚 8点多，一开始，李哥发了几个小

哥。于是，小默作为群主先代收了一

里跟人聊天互动，
就发红包了，一开

了好几个，有人抢到 200多元，最
多的抢到 400多元，抢着抢着大家

红包，
四五个红包雨之后，突然大起
来了，
每个人都抢到了两三百，还有

部分退回的红包，
“ 大 约 有 10多
个，连八块十块这样的小红包也都

始发了六七个小红包，几十块钱到
百来块的，喝多了，人一兴奋，一千

发现不对劲。然而他还一直在发，
邻
居们做了一个决定，
先把他踢出群。

四百多的。
“一般正常人谁动不动就
发几千块钱的红包？我对他还熟悉

退回来了，我每个红包都备注了是
谁，然后再一个个退还给李哥，一共

一千的红包，发了三四个，最大的一
个 1888元。”

最后，
4000多元红包，一分不少地

的，
说他是不是喝酒喝多了，我们都

两千吧。”还有的邻居加了李哥好

退还给了这位业主，他们被称为最

在群里劝他，不要发了，不要发了，

友，直接退还了红包。

温暖的邻居们。

赚钱不容易，而他正在兴头上，越劝

发红包这个小区，刚交付不久，
1200多户，有公寓楼和排屋，目前
正处于装修阶段。邻居李哥是做生
意的，平常业务繁忙，应酬也比较
多，他经常会在群里发红包，不过都
是比较小的，
逗逗大家开心。

他，
他越发得起劲，他一直说感恩邻
居的话，刚加群的业主一进来也抢
到了大红包，
以为进错群了……”
为了保护李哥，大家只好决定
先把他踢出群，等他酒醒了再拉回
来。随后，感动的一幕发生了，邻居

提起那晚的事情，发红包的李
先生不好意思地说：自己有个特点，
一喝酒就会向比较熟的朋友群里发
大红包，类似的情况有四五次了。
“那天是我一个老乡的公司上市，
晚
上我参加了他的答谢晚宴，我酒量
不好，但是别人盛情款待，我就喝了

为了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办好继
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
质”的精神，进一步营造杨浦区全民终身学习的
浓厚氛围。近日，
由杨浦区学习办主办的以
“十九
大扬帆领航，杨浦人乐学创新”为主题的杨浦区
第十一届学习节展示活动在复旦大学光华楼隆
重举行。
上海开放大学副校长王伯军、杨浦区副区长
徐建华、上海市教委终身教育处处长陶文捷、上
海市学指办主任彭海虹、杨浦区学习办主任、区
教育局党委书记顾登妹、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副
部长陈洁及社区居民代表等 400余人。
本届学习节展示活动由外场展示和内场活动
两部分构成。外场展示汇集了由区内 12个街道
（镇）、
4个域内高校社团及杨浦区社区学院等提供
的展板和展台，集中展现了近年来杨浦市民的终
身学习成果。其中，
杨浦区少科站的机器人表演和

近日，由嘉定区外冈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主办的“家庭医生中医药服务示范岗”推进暨
外冈镇“医教结合”联合体签约启动会在外冈
中学召开。嘉定区中医药发展办公室主任张耀
华，外冈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张红霞等领导出
席启动会，并为“外冈镇‘医教结合’学生社会
实践教育基地”
进行揭牌。嘉定区卫计委、
外冈

据了解，堡镇商会为了履行服
务职能，当好会员企业的帮手，深
入开展依法治企服务、安全生产服
务、民事调解服务、信息交流服务、
人文关怀服务、企业互助服务等活
动。这些活动受到广大会员企业的
认可。商会成立了安全生产管委
会，组织会员企业互查互比互学活
动，有效提高了会员企业安全生产

们退了回来。李先生入群一年半，平
常在群里聊一些生活、装修、
邻里关
系和时尚之类的，这次感觉到很欣
慰，自己小区的邻居们特别有爱心
和正能量，让人有一家亲的温暖。
综合整理自!都市快报"#!楚天
都市报"#澎湃新闻

杨浦区举行
“十九大扬帆领航
杨浦人乐学创新”学习节展示活动
杨浦图书馆的 O2O图书网借平台更是为本届学
习节增添了一份科技元素，吸引了不少与会嘉宾
驻足观看。
内场活动形式多样，精彩纷呈。有师生同台
演绎的小提琴合奏、百姓学习明星们畅谈学习感
悟的互动、社区书法爱好者的才艺创作展示、齐
齐哈尔路第一小学学生们带来的弹词表演、著名
老艺术家陈少泽、陈燕华的深情朗诵等，突出展
现了杨浦市民终身学习人群的广泛性、内容的丰
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真实反映出杨浦市民热爱
生活、乐于学习的精神风貌。
杨浦区学习委副主任，副区长徐建华在最后
讲话中指出：
多年来在区委区府的正确领导下，
通
过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全区终身教育、
全
民终身学习工作网络体系不断健全，教育资源不
断丰富，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基本形成了“人人皆
学，
时时可学，
处处能学”
的良好格局。杨浦区正在

加速
“三区联动”
，
推进
“三城融合”
，
这对推进终身
教育改革发展，
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
打
造市民终身学习的平台，丰富优化公共文化产品
有着极大的助推作用。他同时还希望全区各相关
部门能够齐心协力，为全民终身学习提供更好的
服务和支持；他要求大家要以杨浦学习节为新的
契机，
不断深化、
持续发力，
努力建设学习型城区，
让学习成为杨浦百姓生活的新风尚，为杨浦推进
“三区一基地”
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

#外冈镇$医教结合%联合体签约启动
##

当好会员企业的帮手

这次，他又发了 4000多元，但
是发出去的红包一分不少地被邻居

中医文化进校园

堡镇历来是崇明岛工商业重镇
之 一 ，现 有 180多 家 民 营 企 业 ，
1600多家商店。
“这些企业和商店
中，有 120多家是商会会员单位，
都是我们商会的服务对象。”
堡镇商
会会长陈耀聪向记者介绍，堡镇商
会深刻认识到商会的责任和使命，
就是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参谋助手
作用，
让会员们凝聚在商会周围，为
维护堡镇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安全
健康发展作贡献。

四两白酒、一瓶红酒，期间，我在群

镇相关部门负责人及镇域内的 6所中小学和
幼儿园负责人共同参加启动会，并围绕家庭医
生重点人群签约、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学生健
康教育普及等内容进行了交流。
会上，
张红霞指出，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
“健康中国”
的战略目标，
对于外冈来说，
建设
“健
康外冈”
也是关乎民生的头等大事。希望通过区
域内
“医教结合”工作的集体签约，不断培育外
冈自身的中医文化底蕴，整合资源、优化平台，
以专家引领、
公益服务、
健康促进来提升学校师
生、家长及辖区内居民的健康水平，共同托起
“健康外冈”
梦。会后，
中心还特别邀请了上海市
中医专家霍永芳女士为外冈中学 150多名师生

进行了题为《我爱中医》的专题讲座。
据了解，外冈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 2011
年起与外冈中学协作开展了
“医教结合”
试点工
作，
通过校内外医教互动，
激发青少年学习传统
医学的兴趣，也带动了学生家长对中医药的认
识。中心于 2016年申报了
“上海市中医家庭医
生服务示范岗”
项目，
将中医文化专场开进幼儿
园，
以家庭医生签约的形式对师生、
家长开展中
医药健康教育和技术指导，
深受好评。
此次启动会的成功举办，也是外冈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为深化社区卫生
“六位一体”
功能
定位、
营造中医药事业发展氛围、
保障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而做出的一次有益尝试。

近日，嘉定区江桥镇金中社
区居委联合物业、业委会、社区联
勤志愿者对位于中房公寓内的共
享单车进行整治。
虽然每个小区门口就张贴了
共享单车不得进入小区，
但是目前
基本上所有居民小区内都存在这
大量的共享单车的乱停乱放，
或者
就是损坏的单车丢在一旁，
无人处
理，造成小区内环境脏乱差，而且
堆积在楼道内的单车对防火逃生
产生阻碍，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次此整治共出动 16人，
垃圾
清运车 5车次，
一举把消区内的所
有共享单车清除干净。
通过此次整治，基本消除了
单车楼道堆放的安全隐患，清除
了小区内的乱停放，改善了小区
的卫生环境，还小区居民一个良
好的胜活环境。

当好“帮手”
与“助手”
#堡镇商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
管理水平。
“商会是一个大家庭，开展企
业之间互助活动，是我们商会的一
大特色。”陈耀聪说，会员中有些企
业遇上资金难题，这个时候企业互
助活动就能起到大作用。比如，可
由商会组织会员企业集资互助，为
诚信度较高的企业解决临时转贷
资金问题。或者，由商会协调组织
会员企业联盟集资帮助困难企业
解决转贷资金，实行借款企业自有
资产抵押担保。

当好党委政府的助手
“最近几年，堡镇党委政府的中
心工作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全国
卫生镇和上海市文明镇，我们商会
按照党委政府的部署，发动企业和

员工积极参与创建活动。”
陈耀聪介
绍，堡镇商会按照镇党委政府提出
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
采取开会搞
宣传发动、执委带头搞典型引路、层
层人人搞宣誓承诺等多种形式，宣
传发动会员企业和商店参与创建工
作。商会还组织会员企业开展创建
工作互查互比互学共提高活动。发
动每个会员企业和商店，逐一对照
标准，查出存在问题，并逐条整改。
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商会还开展
了模拟验收问卷测试活动，促进堡
镇迎检整改达标工作。
记者了解到，堡镇商会除了开
展创建活动外，还开展了星级文明
家庭创建、星级文明商店创建、参政
议政建言献策等一系列活动，真正
发挥了当好“参谋”、
架好
“桥梁”
、搭

好“平台”、抓好“队伍”
的作用，成为
堡镇党委、政府的好助手。

当好公益活动的推手
“堡镇商会在重阳节前来看望
慰问您，
这是商会的一点心意，祝您
老身体健康。”
10月 27日上午，
在九
九重阳佳节来临的前一天，
堡镇商会
组织会员开展重阳节慰问活动，
为该
镇 13名百岁老人送上温暖。
据了解，堡镇商会每年发动会
员企业开展尊老爱幼、尊医重师、
爱
心助学、扶贫帮困等社会公益活动。
10月 21日，
堡镇商会正在崇明对接
扶贫的云南漾濞县扶贫项目考察的
人员，
在该县工商联和有关镇村领导
的陪同下，
慰问了三十多个贫困老军
人、
老党员、
老干部和高令老人，
为每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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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老人送上 1000元慰问金，
向贫困
地区老人献上一份爱心，
使贫困老人
和家人深刻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
暖。堡镇商会组织发动一批民营企业
结对扶持贫困户奔小康，
每个企业结
对帮扶一家贫困户，
或一个贫困老党
员、
老干部。商会发动会员企业和商
店的经营者及员工开展捐资献爱心
活动。今年六一节，
堡镇商会慰问该
镇向阳幼儿园 300多个小朋友，给
每个小朋友送上学习用品，
给贫困小
朋友送上慰问金。赴崇明对接扶贫的
云南巍山县慰问一所小学，
向近 200
个学生每人送一个书包和学习用品，
给学校 10台笔记本电脑。商会 26
个会员企业结对 28个贫困大学生，
给每个大学生送上 2000元助学金。
堡镇商会还向堡镇区域范围内的特
困家庭提供爱心帮助。同时商会的会
员企业、商店通过增加就业岗位，
优
先安排有劳动力和工作能力的贫困
居民就业，
造福当地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