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zhangyunchu@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张匀初 美编/吴婷 2019.2.12

PUDONG 浦东

6

日前，南码头社区举办居村示范学习点创建交流学习暨新春花艺体验活动，来自社区27个居村学习点的负责人和志愿者骨干
参加。图为居村学习点负责人体验花艺技能。 □徐网林 胡绍铮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马

晓杰）近日，浦东警方破获一起非法买

卖烟花爆竹案，当场缴获烟花爆竹 8
箱，在嫌疑人藏匿窝点查获 128箱各

类烟花爆竹。

自《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颁布实施以来，上海对烟花爆竹销售一

直采取许可经营制度，严格控制烟花爆

竹销售点、销售品种。然而，仍有不法分

子利用朋友圈做起贩卖烟花爆竹的广

告，有买家订购后，将烟花爆竹从外地购

买至上海，通过倒买倒卖赚取差价。

今年 1月初，大团派出所在调查

中发现，有一王姓男子在大团地区非

法买卖烟花爆竹。民警通过侦查，掌

握了其销售手法，摸清了作案规律。

民警在王某又一次与买家进行交易时

迅速出击，人赃并获。现犯罪嫌疑人

王某已被浦东警方刑事拘留。

警方表示，将对非法运输、储存、

销售烟花爆竹的行为始终保持严厉打

击态势。同时，警方提醒市民，应到指

定销售网点购买烟花爆竹，并严格按

相关规定在指定区域燃放，如发现有

非法运输、储存、销售烟花爆竹的行

为，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本报记者 张敏

85岁的张应椿 5年过年没见到孙子。

今年，她在儿子、儿媳的陪同下，从甘肃坐

飞机到上海过年。老人的孙子就是浦东交

警支队一线执勤民警刘文轩。

老人从未出过远门、坐过飞机，正好借

着这次来上海过年的机会，如愿感受一

下。但更让她满心期待的是，这个春节，她

能与自己的孙子团圆了。“去年过年大家都

回来了，就孙子没回来，心里面想他嘛。”这

是老人一路挂在嘴边、说的最多的话了。

刘文轩从小和奶奶生活在一起。自从

穿上警服、走上工作岗位，这样阖家团圆的

机会愈发变少了。去年过年，全家就差刘

文轩没回甘肃老家。

作为一线执勤的交警，刘文轩负责的

是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周边区域。平日

里，各类会展经常首尾相接，一有布展或者

撤展，大型车辆就会在周边路上大排长

龙。春节期间，除了要保障好辖区内的交

通秩序、处置突发的交通事故外，还要随时

准备增援高东收费站、长途客运站等车流、

人流密集的地段。当被问及会不会因为没

能回老家过年而感到遗憾时，刘文轩笑言：

“虽然没能回去，但庆幸自己守护着平安归

路，让千万家庭分享团圆滋味。”

刘文轩是家里的独子，当年他纠结是

否留在上海时，是父母给了他支持，消除了

他的顾虑，让他实现了自己儿时的理想。5
年来，父母早已习惯，逢年过节便是儿子最

忙碌的时候。今年，为了能和儿子、儿媳吃

上一顿团圆饭，他们索性从甘肃来到了上

海。

本报讯（记者 陈烁 通讯员 陆

冰倩）日前，浦兴路街道 40个居民区

在街道纪工委的指导下，民主推选出

了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至此，街道

监察监督范围扩大到“1+3+40”，即在

街道监察办、3个中心（街道社区党建

服务中心、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城运中

心）及40个居民区分别设立监察接待

窗口和监察联络点，真正做到了“监察

全覆盖、监督无空白”。

为增强民主监督实效，街道纪工

委还以块域为单位，分别对40名居民

区书记和 196名委员会成员开展了 6
次培训，要求各居民区书记大力配合

监督委员会工作，并明确了受理范围、

举报须知和举报方式。各居委会监督

委员会则落实各项工作制度，明确职

责，确定每周四上报接待情况。浦兴

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

弘亮表示：“监察工作向居民区延伸是

保障‘家门口’服务风清气正的重要工

作，要主动接受监督，不断自我审视，

保持组织纯洁。”

本报讯（记者 章磊）为了使政府机

关干部熟练掌握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春

节前夕，合庆镇红十字会与镇机关党总支

联合开展现场初级急救普及培训，针对心

肺复苏术（CPR）、自动体外除颤仪（AED）
的操作进行了演示讲解。

合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业应急救

护师薛伟强为参加培训的 30余名机关干

部现场演示了CPR和AED的应急救护操

作，并一对一指导学员进行实际操作。

合庆镇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培训

旨在加强学员的安全及风险意识，在发生

自然灾害、工伤事故、突发卫生和公共安

全事件等意外时，可以运用学到的知识和

技能及时做出反应并正确处理，从而最大

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据悉，合庆镇镇域内目前有 11 台

AED，分别置于合庆镇人民政府、市民中

心、文广中心、合庆派出所、蔡路派出所、

成人学校红十字总站、友谊村、勤俭村、奚

家村、春雷村和勤奋村。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顾莉娜）近日，一对老夫妇来到453路

港城路调度室，感谢驾驶员凤建刚的

救命之恩。

原来，去年 7 月 9 日下午，453路

驾驶员凤建刚驾驶着车辆到杨高北路

一个红绿灯处时，突然听到后车厢传

来一阵喧哗声。凤建刚立即将车靠边

停好，来到后车厢，只见一群乘客围着

一名老人，老人满头大汗，头靠在了前

面的座椅上，已经不省人事。凤建刚

第一时间拨打了 120，当得知救护车

还要20多分钟赶到现场，为了给老人

赢得宝贵的抢救时间，凤建刚当机立

断，将情况告知调度员，在征得乘客同

意后，发动公交车把老人火速送往就

近的第七人民医院急救。

半年来，老人一直住院治疗，但他

始终惦记着，要当面向好心的司机表

达感谢。这次夫妇俩终于寻到车队，

专程向凤建刚表示感谢，车队这才知

道凤建刚做的好事。对于救人一事，

凤建刚说：“我们驾驶员都是把乘客的

安全放在首位的。”

■本报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龚桂峰

近日，在浦东新区市民健康自我管

理小组总结交流会上，来自新场镇的乡

村医生王建林被评为2018年度浦东新区

“优秀指导医生”。这是对他多年来不厌

其烦指导病人正确用药和宣传健康保健

知识的肯定。

“金杯银杯、不如患者口碑”“医术高

超、医德高尚”……在新场镇坦直卫生室

里，挂满了病人送来的锦旗。提起乡村

医生王建林，除了赞扬他医术外，更多的

赞美就是他待人和气。来到新场镇坦直

卫生室工作6年来，王医生结合农村地区

的情况，不仅因人制宜，因病制宜，还耐

心地指导病人合理用药，正确用药，以精

心服务赢得了病人及家属的称赞。

在沪郊，由于缺乏健康保健知识，居

民患病擅自用药的情况并不罕见。社区

居民老施就是如此。今年80多岁的老施

有 20 多年高血压病史，是一名独居老

人。老施有个习惯，稍有不适，就擅自增

加药量。有一次，他头晕得厉害，连走路

都不稳，增加了药量后仍不见好转，只好

到卫生室请王医生为他测量血压，这才

发现血压已低于正常值很多，十分危

险。王医生仔细询问后，诊断为这是因

老人擅自增加药量而引起的低血压，王

医生一面指出乱用药的危险，一面指导

老人逐步减少药量，并增加慢走锻炼。

在经过一个多月的合理用药和锻炼后，

老施的情况有所好转，血压稳定。

像这样的事例，在王医生的临床实

践中屡见不鲜。在农村，许多中老年人

由于缺乏医疗常识，常常拿了空药壳自

我点单、自我点量，稍不如意，还会向医

生发牢骚。

面对这样的情况，王医生不厌其烦，

耐心疏导。一次，50多岁的李阿姨腰痛，

来到卫生室要求王医生为她扎针拔火

罐，王医生坚持问清病史，并仔细检查了

病灶部位，发现患者腰骶部位压痛明显，

推测有骨折的可能。经王医生反复询

问，李阿姨才说出了两天前曾不慎摔

倒。在王医生的建议下，李阿姨到医院

做了摄片检查，发现尾椎骨折。

平日里，王医生在看病之余，经常向

居民宣传健康保健理念，指导大家正确

用药。社区里个性倔强的张老伯身患高

血压、糖尿病，但他总认为老年人得这种

病的很多，多吃药有副作用，只要注意饮

食，加强锻炼，病自然会好的。王医生知

道情况后，多次向他宣传高血压、糖尿病

的危害，如不加控制，会带来生命危险，

反复劝他必须坚持服药，不能怕麻烦。

最终劝服了张老伯。如今，张老伯的血

压、血糖都保持在正常范围内。张老伯

逢人便说：“这多亏了王医生的耐心指

导。”

■本报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王欣

冬日的暖阳下，位于金桥镇佳虹路、永

建路交叉口的佳虹居民区“家门口”服务站

热闹了起来：门前的活动广场上，年轻人带

着孩子们兴致勃勃地打着篮球；相邻的口

袋公园里，老人们舒缓地打着太极；志愿者

在种满绿色时蔬的园子里浇水施肥；服务

站里还不时传来阿姨们做烘焙时的欢笑

声。

但就在 5个月前，“家门口”服务站门

前的小广场停满了车，口袋公园里冷冷清

清，“家门口”服务站里的居民也并不多，是

缤纷社区建设为这个老旧小区注入了新的

活力。

倾听居民愿望

金桥镇规建办缤纷社区项目负责人韩

羽娇介绍，佳虹居民区始建于上世纪90年

代，和其他老旧小区一样逐渐显现出基础

设施建设不到位、服务功能不全面等短

板。缤纷社区建设要打造具有认同感、归

属感和人情味的社区公共空间，就需要在

项目规划设计阶段倾听居民的诉求，聚焦

居民关注的问题。

项目设计中，金桥镇结合大调研工作，

通过“三会一代理”，即听证会、协调会、评

议会和群众事务代理，组织开展社区互动

日、规划讲堂和征集金点子等活动，搭建居

民沟通平台。居民们畅所欲言，提出诸如

拓展活动空间、增设运动设施、增加小区绿

化等建议近 100条，为项目建设提供了许

多宝贵的参考意见。

建设方案充分吸纳了各方意见，居民

们对缤纷社区建设达成了高度共识。在全

体业主代表大会上，居民同意率近90%。

居民有了新体验

除了听取居民的意见建议外，金桥镇

特地邀请了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

划二所、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等

社会专业力量参与，为居民打造舒适宜人

的社区环境。

原本佳虹居民进出小区需要从“家门

口”服务站后面绕路，而且沿途景观单调。

邻近的口袋公园因为与服务站活动广场隔

着围墙，居民来往并不方便。对此，设计团

队打通原来“家门口”活动广场围墙，移动

小区入口位置，优化居民出行路线，串联起

“家门口”广场、口袋公园和小区绿地等沿

途景观，同时在沿线设置有休闲座椅和展

示社区文化的长廊，并且在夜间开启灯光，

提升社区舒适度。

设计团队在长廊旁边还设置了社区舞

台、亲子活动和体育运动等相关设施，利用

原有的小区绿地开辟科普园，供居民种植

各种时蔬，为居民打造多样化的活动空间。

居民们表示，相比于过去，现在出行不

仅方便了，而且沿途还有地方休息，欣赏居

民的绘画作品，也是一种享受。

“家门口”服务提质增能

除了拓展服务站广场等户外空间外，

作为户内的“家门口”服务站也是本次缤纷

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看到，服务站经过开放式改造，已

然变身为一个集多功能为一体的大空间。

服务站一层是公共文化客厅，与小区广场

相通，模块化植入亲子读书屋、共享厨房、

共享洗衣房等多种功能，可以满足各年龄

段居民多样化的活动需求。二层打破原有

隔墙，融合了党建服务、民主议事、代表接

待等互动空间，叠加了法律咨询、心理服

务、健康小屋等专业服务。而原来分散在

各房间的办公区域集中在一起，办公面积

只占整个楼层面积的四分之一，最大程度

地为居民活动和服务腾出空间，真正实现

“办公空间最小化、服务空间最大化”。

“家门口”服务站全新的办公环境和服

务模式受到了居民的欢迎。居民自发成立

了烘培班、舞蹈班、拳操班等，定期到服务

站开展活动，整栋楼成为了居民展示才艺、

促进了解、增进情谊的平台。

佳虹缤纷社区建设项目不仅获得居民

的好评，也获得新区相关部门的高度认可，

在“2018年度浦东新区‘缤纷社区’建设优

秀项目评选”中荣获了一等奖。

韩羽娇说：“本次佳虹缤纷社区建设，

着重点不仅仅是景观色彩的多样或者建筑

形式的新颖，而是更加关注怎样通过多元

化的空间营造，为居民们打造多样化的服

务，引导更多居民走出‘老屋’，享受诗意栖

居生活。”

多元化的空间 多样化的服务

金桥缤纷社区建设为老小区添活力

一线民警
5年春节坚守岗位

合庆机关干部
培训应急救护技能

南码头社区举办花艺体验活动

指导病人正确用药是医生的职责
——记浦东新区“优秀指导医生”王建林

40个居民区设立监督委员会

浦兴实现
“监察全覆盖”

当事人非法买卖
烟花爆竹被刑拘

半年前公交司机“飞车”救人

获救老人
上门谢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