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睦邻点升华母女情睦邻点升华母女情
——记“美丽庭院”五星户蔡梅娟家庭

美丽庭院
巾帼力量

常言道：行要好伴，居要好邻，邻居好，赛金

宝。居住在周浦镇北庄村的蔡梅娟家庭正是邻里

眼中“赛金宝”的好邻居。她不仅将自家庭园打理

得井井有条，还利用多余空间开设了“老蔡睦邻

点”，成为镇里睦邻友好的典范。

北庄村一组有225人，其中包括30多名70岁以

上的老人，一组的地理位置离镇区较远，老人行动

也不太方便，很少前往镇里参与文体活动。因此，

当蔡梅娟得知镇里要推广“农村睦邻点”时，便主动

申请在家中设点，自己担任组织者与志愿者。

“我退休前一直在村委会工作，现在还是村民

组长，知道村里老人文体活动不多，想为他们做点

什么，能有政府牵头组织的机会，那是再好不过

了。”蔡梅娟说。

2015年 9月，“老蔡睦邻点”正式成立，得到了

周边老年人的热烈欢迎，大家时常到这里喝茶聊

天，享受怡然自得的晚年生活。一年后，蔡梅娟翻

修了家中房屋，增设了老年活动室、谈心室、养心室

等设施，这也得到了女儿叶萍宏的大力支持。

“她自己有着正式工作，但总是抽出时间帮助

我、支持我。”蔡梅娟说。筹建睦邻点时，叶萍宏帮

着母亲打扫房屋、清理垃圾，添置家具和桌椅，为前

来活动的老人打造舒适的环境；活动启动后，叶萍

宏总是一大早就准备食材和茶水，整理厨房和座

椅，确保老人到来后能够快速进入到活动状态。

“我也会变老，为老人服务应该的，同时我也是

在为后辈树立好榜样，带动更多年轻人加入到睦邻

点建设中，在社会上营造尊老爱老的氛围。”叶萍宏

说。母女两人一心要把睦邻点的活动开展好，遇到

困难积极应对，她们相互鼓励帮助，不断提升“老蔡

睦邻点”的服务水平。

2017年，随着“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许多文

化互动项目下沉到了睦邻点，蔡梅娟家里越来越热

闹了。农历新年伊始组织大家一起闹元宵，3月 5
日迎着春风“学雷锋”，妇女节的时候一同烘焙，展

示新时代女性风采……逢年过节睦邻点里总是欢

声笑语。

平时，大家也会时常一起包馄饨、做汤团，自己

动手享受一餐美味；或是听听沪剧、聊聊家常，邻里

间打开了心扉，交流密切了，许多潜藏的矛盾也随

之消散了。

这些年来，“老蔡睦邻点”让蔡梅娟母女获得了

不少荣誉，更是交到了许多朋友，她们投入更多热

情到睦邻点的建设中，这也让她们之间的母女感情

更加浓厚了。“家庭和美、邻里相融是社会和谐的基

础，通过睦邻点的建设和活动，我们之间形成了一

种真诚友善、相亲相爱的新型邻里关系。”两人表

示，大家能够成为邻居，是生活中的一段缘分，尤其

值得珍惜。

□本报记者 赵天予

本报讯（记者 黄静）经过两年多的酝

酿、设计和改造，一个杂乱的修车库蜕变为

设计现代、格局温馨、功能实用的书房。昨

天，位于柳埠路的“沪东益书房”正式开放，

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公益的文化服

务。

“沪东益书房”淡然宁静：错落有致

的书籍、舒适的阅览座椅、生机盎然的绿

植……很难想象两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约

400平方米的废旧空间。“当时，街道在推

进违建整治过程中，考虑到周边社区配套

不足，特别是公共空间和文化设施短缺，便

考虑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空间，改造成为向

周边社区居民和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

公共空间。”沪东新村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臧萧介绍。于是，街道投入资

金，经过两年不断地推进、讨论、修改和实

施，让最初的设想变为了现实。

“沪东益书房”的空间分为两部分，具备

阅读自习和展示交流的功能。据了解，“沪

东益书房”与浦东图书馆合作，成立船文化

主题阅读馆，为周边群众提供6000余册图

书；与自贸区国际文化投资发展公司合作，

展示自贸区文创产品；与喜马拉雅FM合作，

提供“耳机森林”试听阅读，读者不仅可以读

和听，还可以制作上传自己的作品，化身网

红主播。此外，书房还开设了亲子绘本阅读

活动区，为孩子及家长提供休憩、学习的空

间，并定期组织亲子阅读活动。“以前小区周

边都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歇个脚、喝个茶，双

休日孩子们也没有可以学习交流的空间。”

自从当了妈妈以后，史女士一直希望就近给

孩子找一处看书、休闲的地方，如今书房开

在了家门口，真是个好消息。

“根据试营业情况，我们顺应百姓需

求，把书房开放时间从最初的周一到周五

的‘朝九晚五’，调整为周二到周六的早十

点到晚八点。”负责“沪东益书房”运营的上

海吾同公益文化促进中心负责人袁文炯告

诉记者，从试运营半个月的情况看，阅览自

习室非常受居民欢迎，累计已接待了超过

1000人次。因此，书房后续还将进一步延

长开放时间，满足周边社区居民的需求。

而在展示交流方面，包括展示、培训、

分享、看电影、居民区“三会”等各种活动都

可以在“沪东益书房”举行。今后，书房还

将不定期开展读书会和知识分享会，既有

文化名人、知名作者的读书分享，居民区读

书团队自发的阅读活动，也有辖区单位，比

如极地中心、沪东中华、沪东重机、浦东测

绘院一起参与的专题讲座。在书房试开放

当天，“追梦者——沪东航运人物访谈”就

吸引了不少社区居民参与。

针对“沪东益书房”未来发展目标，臧

萧表示，街道还将在社区探索更多地联结

彼此，借助这个平台，帮助社区居民沟通和

交流，获取新知、增进了解。“沪东益书房”

只是整个沪东公益生态迈出的第一步，未

来街道还将继续探索政社合作的公益模

式，在辖区内布局更多的公益公共活动空

间，提升社区的凝聚力和组织力，让更多的

声音和思想在社区碰撞，让更多的百姓成

为社区的主人，不断激发基层活力。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王

长鹏）共享单车已成为人们重要的代

步工具。为了规范用户使用共享单

车的行为，哈啰单车规定单车使用者

若超出规定区骑行停放需支付一定

调度费。

若使用者得知自己因超区停放

被扣费后，再将共享单车骑回规定服

务区，这样是否可免收调度费？9月

15日上午，上海一中院二审公开开庭

审理了该起全国首例共享单车超区

停放扣费上诉案。

2019 年 11 月 30 日，武某依约前

往好友家聚餐，出了大场镇地铁站后

发现距离好友家尚有一段距离，便扫

码解锁了一辆哈啰单车，一路骑行至

真北路某小区门口后锁车。但锁车

时被提示，因该处为服务区外，故需

收取调度费10元。武某心想，我再把

它给骑回去，是不是就能要回这 10
元，于是他又扫码解锁该共享单车，

把它骑回服务区内并锁车。

武某认为，自己在24小时内将停

在服务区外的单车骑回服务区是不

需要再调度的，因此哈啰单车应该将

10元调度费退回。但是武某与哈啰

单车协商并向消协投诉后，哈啰单车

平台仍拒绝归还10元调度费，武某将

哈啰单车告上法院，请求判令哈啰单

车退还调度费 10元、交通费 20元，并

赔礼道歉。

哈啰单车一审庭审中表示，武某

在使用哈啰单车之前已同意《哈啰单

车信息服务协议》，其中《使用规则说

明》明确提示用户请勿在服务区外还

车。且用户扫码后解锁前，会再次弹

出相应的规则，包括超区规则、服务

区、禁停区等。用户看到此页面后点

击确认开锁后订单才开始正式产

生。既然武某对规则表示确认，就应

履行和遵守协议内容。武某于 2019
年1月26日、6月22日及9月8日多次

产生超区行为，而在武某联系客服

后，均退回相应调度费并每次告知其

规则。但武某于 2019年 11月 30日再

次产生超区行为，平台有权扣费。且

哈啰单车不存在“使用者在24小时之

内把停在服务区外的单车骑回服务

区后自动退还调度费”的相关规定。

一审法院认为，武某在注册使用哈

啰单车时已对《哈啰单车信息服务协

议》和使用规则进行确认，且武某在扫

码后，哈啰App亦向武某推送相应的费

用标准和超区规则，武某点击确认后才

能开锁，武某对此协议和规则是明知的

亦是同意的，此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双方均需恪守履行。武某将车辆停放

在服务区外，哈啰单车按双方协议收取

武某10元费用并无不妥。武某称在24
小时内将车辆骑回服务区内应退还10
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对此有相关

约定，一审法院对武某说法不予采信。

对于武某要求赔偿交通费20元并赔礼

道歉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

法院亦不予支持。

武某不服，向上海一中院提出上

诉。上海一中院将择日对此案作出

宣判。

本报讯（记者 张敏）虚拟货币因

其网络交易的特质让不法分子动起了

歪脑筋。近日，浦东警方捣毁一虚拟币

投资网络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1
人。

余先生在交友软件上认识了一个

搞金融的男子，对方推荐了一个虚拟

币投资平台。在“高收益”的诱惑下，

余先生进行了小额投资。初尝“甜头”

后，余先生又追加投资90余万元。但

这次，他无法提现了。

8月3日，余先生至航头派出所报

案。派出所会同三林公安处成立专案

组，开展案件侦查工作。经过梳理案

件线索，一个以刘某为首的虚假投资

平台浮出了水面。

据查，2020年1月以来，刘某伙同

一些人建立了一个虚假投资平台，并

招募员工成立话务组及销售组。话务

组以电话渠道进行宣传，谎称某知名

虚拟币投资平台，将有投资意向的潜

在被害人“引流”进来，加入投资微信

群。群内销售组人员通过假扮“专业

老师”进行指导操作，“做托”烘托盈利

赚钱气氛，诱导被害人将钱款打入指

定平台进行虚拟币投资。经民警后台

数据梳理，发现涉及80余人被骗。

9月8日，浦东警方远赴湖北将21
名嫌疑人抓获。经审讯，犯罪嫌疑人

对作案经过供认不讳。目前，21人均

被浦东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审理

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中。

警方提醒：投资理财一定要选择

正规的机构平台，切勿相信所谓的高

额收益，在诱惑面前，保持理智，避免

不必要的损失。

■本报记者 陈烁 通讯员 严宸

日前，一名老人家属为书院镇馨苑养

老院送来了锦旗。前段时间受疫情影响，

养老院实行封闭管理，养老院全体上下细

心照顾老人感动了很多家属，养老院陆续

收到了不少老人家属送来的锦旗。

今年 2月下旬，馨苑养老院开始实行

封闭式管理。“封院以后，老人们的家属都

比较理解，但住在里面的老人难以接受，

需要我们更加细致地照顾，安抚他们的情

绪。”馨苑养老院院长徐品芳说。

在此期间，已经入住养老院 4年的 97
岁老人徐阿婆情绪显得尤为不稳定，每天

都会嚷嚷着让子女来陪自己。“她的子女

其实也都 70多岁，也是老人了，平时都不

能天天来看她，疫情期间，更加不能前来

了。”徐品芳介绍。

这时，负责照顾徐阿婆的护工瞿阿姨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她安抚

老人的情绪，告诉老人说子女们这段时间

有事忙，过几天就会来看她了；另一方面，

尽量陪老人多说话，转移她的注意力。日

常瞿阿姨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老人吃饭、

服药等。解除封院之后，徐阿婆因身体原

因被家人接回家一段日子，老人想着要把

瞿阿姨带回家继续照顾她。

“我们和老人们的家属都有联系方

式，为了让他们放心，我们会定期通过照

片、视频、文字等方式，向家属汇报老人们

的情况，遇到老人身体、心理状况出现较

大波动时，也会及时跟家属联系、沟通，共

同商讨解决方案。”徐品芳说，“家属的锦

旗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

如今，养老院已经允许家属探视，但

养老院对老人们的关爱将依然如常。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文化服务

昔日修车库完美蜕变成公益书房

“家属的锦旗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

共享单车扣的钱能要回来吗？
全国首例共享单车超区停放扣费案二审开庭

轻信虚拟币高收益诱惑

追加投资90万元血本无归

来自辖区学校的学生在“沪东益书房”参加船模手工制作活动。 □本报记者 黄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