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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亲敬老、绿意田野等主

题 墙 绘 让 村 宅 变 得 更 加 靓

丽。 □惠南镇 供图

■本报记者 赵天予 通讯员 何品言

刚刚过去的这个新年假期，对南码头

路街道凯德·嘉博名邸小区可谓是喜上加

喜——“罢工”数月的小区大门道闸系统

重新“上岗”，小区业委会在经历了长达 8
个月停摆后，也重回正轨。更令居民难忘

的是，8 个月来居民区党总支勇挑重任，

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维持小区正常运

行。

由于物业公司与小区业委会之间的

法律纠纷，凯德·嘉博名邸小区业委会于

去年 4月集体辞职，小区物业服务采用酬

金制，没有业委会就意味着无法按照约定

支付物业费用，维修资金也无法使用，影

响到设施设备修缮等民生问题。

为了维持小区正常运行，小区所在六

里五居民区党总支站了出来。在街道管

理办、房管办的指导下，党总支按照法律

法规成立了 9人工作小组，代为履行业委

会的职责，党总支书记朱玉明兼任工作小

组组长。

“所有费用都要预算审核，工作小组

除了及时处理小区问题和居民矛盾，在此

期间还按照街道房办的要求共审定了 68
项物业费用，力求每一项业委会工作公

开、公平、公正。”朱玉明说。

而工作小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莫过

于抓紧时间筹建新的业委会。朱玉明与

同伴们在每一栋居民楼逐一张贴通告，希

望居民们毛遂自荐。但由于之前的风波，

居民们对参加业委会积极性降至冰点。

疫情期间，朱玉明的手机积攒了 100
多名小区热心居民的联系方式，在他眼

里，这些居民是新一届业委会成员的候选

人。一番耐心细致的工作后，一份候选成

员名单终于呈现在居民面前——“两名党

员、一名民主党派人士、两名群众，平均年

龄不到 40 岁，均在工作单位担任一定职

务。”朱玉明表示，大家对这几名“靠得住、

兜得转”的候选人认同度颇高。

此外，工作小组还多次开展大调研和

座谈会，广泛收集小区存在的问题和居民

的实际需求，对于居民反响强烈的问题，

想方设法落实解决方案。凯德·嘉博名邸

小区本是个独立小区，但大门门闸损坏

后，存在车辆随意进出现象。经过反复协

商，物业公司同意垫付资金修缮门闸，小

区内部车库门闸的维修也已经提上日程。

去年底，经过公开投票表决，新一届业

委会选举成功。他们立刻对居民的急难愁

盼问题一一给出解决方案：小区公共区域

部分的公共视频损坏，争取在 5月份全部

完成维修；建立奖励惩罚机制，严格保安、

保洁人员的日常管理；公共区域绿化补增，

要求物业提交方案……春节期间，大家也

没歇着——拟定了“小区停车管理方案”。

“代为履职的大半年，也给自己上了

一课，关键时刻我们党总支要顶上空缺，

这是基层党组织对居民的承诺，接下来我

们还将继续做好引领和协助，助力业委会

更好地履行职责、服务业主，真正让居民

们品尝自治共治的甜果。”朱玉明说。

■本报记者 陈烁

“以前只要一下雨我就发愁，现在

再也不怕排水问题了！”泥城镇彭平花

园底楼的商户们松了一口气，困扰大家

多年的雨季排水问题终于解决了。

这得益于泥城镇彭镇居委的“党群

同心 红色赋能”社区服务品牌。彭镇

居委以解决群众诉求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发挥“红色效能”，社区微治理更加

精细化、精准化。

为最大程度地满足群众的民生诉

求，彭镇居委成立了听证会，定期听取

楼道组长、居民代表反映。能当场解答

的马上解答，不能立即答复的，则承诺

答复时间。与此同时，党支部、居委会

直接与居民面对面，对群众诉求高的问

题，收集后启动联勤联动机制，制定可

行性方案，从而工作变得更加主动，确

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截至目前，彭平花园底楼住户商铺

雨季排水问题、天然气最后一批改造启

动、彭平路便道接通、马五公路亮灯等

6件关乎居民福祉的民生实事得到了妥

善解决。

彭镇居委还组建了应急志愿队、青

年志愿队、剪爱志愿队、文艺志愿队 4
支党员志愿队伍。

在年初寒潮来袭时，青年党员们深

入各楼道宣传，上门关爱独居老人，提

醒大家注意用电安全，及时添衣保暖，

做好防寒防冻工作。

一天夜晚，75号屋顶上的水箱发生

爆裂，供排水公司一时无法赶到，顶层

居民家中眼看要进水，在这关键时刻，

应急志愿队的队长王师傅闻讯赶到现

场，徒手爬上屋脊，关闭水阀，楼下居民

才免遭损失。

前段时间疫情散发，志愿者们放弃

周末休息，又广泛开展疫情防控宣传。

悬挂横幅、张贴海报、挨家挨户排摸发

放倡议书，告知居民防疫注意事项，劝

导外来务工人员留沪过年，筑牢防控屏

障。

有居民喜欢养狗，但疏于管理，产

生狗吠扰民等问题。除了上门劝导，志

愿者们还用剪纸这种“特殊”的宣传方

式，倡导文明养犬，共同营造良好的社

区环境。

彭镇居民区是建于 1988年的开放

式老旧小区，随着住户的日益增多，基

础设施日渐陈旧，居委会发挥“红色朋

友圈”优势，通过与浦东供电公司营销

部营业站党支部党建联建，互动联动、

资源共享，为居民开展用电服务，解决

用电矛盾，确保居民的用电安全。

天然气进家门是居民们多年来的

心愿。在辖区党代表、人大代表的呼吁

下，泥城镇启动了彭镇居民区天然气改

造工程，目前已完成了两期改造，惠及

255户居民。最后一期改造工程也已启

动，彭镇居委居住在老公房晨的 543户

居民将全部告别“扛罐上楼”时代。

为方便居民出行而延伸的彭平东

路便道，经常有大货车、重载车经过，附

近居民不堪其扰。为此，彭镇居委联合

相关部门在路东侧设置了限高标志，并

提前提示超高车辆绕路通行，有效避免

了受阻车辆掉头易发次生交通安全隐

患的问题。

■本报记者 章磊

春节期间，浦东公益机构上海惠迪吉

原创的互动体验心理剧《小艺的故事》通过

网络直播，让就地过年者，向老家的亲人传

递了爱意。

据铁路部门统计，今年春节有 1亿人

就地过年。为了让包括这些“原年人”在内

的更多人和家庭能跨越距离，享受一个幸

福和美的春节，惠迪吉专门将这场网络直

播安排在长假期间，通过与远方的家人同

步上网观看互动体验心理剧《小艺的故

事》，让亲人之间的心更密切相连。

另外，主办方还邀请了自2014年开始

至今参与过惠迪吉各类公益项目的学校师

生、志愿者等家庭参加。这也是《小艺的故

事》网络版直播以来观众辐射面最为广泛

的一次。

《小艺的故事》是一部由惠迪吉志愿者

关爱留守儿童真实故事改编的剧目。虽然

是以关爱留守儿童为主题，但剧情所折射

出的各种家庭关系也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共

鸣。作为本场直播的嘉宾之一、主持人孙

睿淇在直播中说道：“大年初五大家都在迎

财神，疫情过后每个人回顾自己的内心，我

们最珍视的不是金钱，更多的是健康、平安

和幸福。亲人的爱能够流动起来，这才是

最大的财富。”

上海久事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的轮

胎维修工包师傅，响应国家号召留在了上

海过年。看完剧后，他说道：“我小时候就

是一个留守儿童，以前父母给我打电话的

时候我也不接。现在我女儿也上幼儿园

了，平时因为工作时间跟她交流比较少。

我自我反省，在工作之余陪她聊聊天，不光

给物质上的，也要走进她的心里。”

■本报记者 陈烁 实习生 张玮烨

本报通讯员 赵晓黎

春节前，一群文化志愿者来到书院

镇洋溢村和余姚村，挥毫泼墨，为大家

“迎春送福”。除了在这样的特殊时间，

平日里，书院镇文化志愿者也时常走入

居村，为大家送演出、送服务，营造有温

度有大爱的书院文化家园。

与其他志愿者不同，文化志愿者除

了有一颗乐于奉献的爱心，还要有一技

之长，或是能唱会跳，或是能说会道，或

是写一手好字。

在有一技之长的志愿者里最为特殊

的，要数书院“凿纸技艺传承人”叶引军

了。一把钢刀，一沓彩纸，万千人物景致

跃然纸上。

老叶成为一名文化志愿者后，在市

民艺术大学开设“非遗手工DIY凿纸体

验”课，让校园里的孩子们“零距离”接触

这门民俗艺术。小小的一方凿纸画儿，

不仅锻炼了孩子们动脑动手的能力，也

让孩子们和老叶一起“留住了乡愁”。

赵凤燕来自东北。初来上海时，她

感到非常迷茫、孤独。在一次机缘巧合

下，赵凤燕来到书院镇文化中心，看到了

一群人随音乐起舞。她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加入了这支队伍，慢慢地，她爱上了这

里。

现在，赵凤燕成为了书院镇文化

服务中心文化志愿者团队的一员，每

周四带领着一群文艺爱好者在文化中

心练习舞蹈。前不久，她和团队参加

上海市第三届健身排舞比赛，还取得

了一等奖。

书院镇文化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介

绍，镇文化中心文化志愿者团队共有

270余人。“这些文化志愿者都是我们日

常从文艺爱好者中发现的，通过培训，他

们变得更加全面、更加专业。”

在自身得到提升后，这些文化志愿

者会经常到居村送演出，组织居村文艺

小分队。还有志愿者管理着农家书屋，

给大家读书读报；或是承担起电影放映

的任务，给大家带去快乐。

“志愿者在日常的文化服务中发挥

了很大的作用，他们遍布在书院的19个

居村，以点带面，一个人带动一群人，共

同营造有温度、有大爱的书院文化家

园。”上述负责人说。

本报讯（记者 沈馨艺）日前，一群大

学生走进惠南镇永乐村，以墙为布，画美乡

村，为原本平淡无奇的院墙注入了新的内

涵。在惠南镇美丽乡村建设中，多元化力

量的加入，让村庄焕发了新活力。

江南山水、孝亲敬老、绿意田野……在

永乐村，一幅幅墙画，将乡村文化和现代文

明结合起来，让村宅变得更加靓丽。这些

“作品”的创作者，是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纺

织服装学院的大学生。

前段时间，大学生们多次来到乡村，通

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团结友爱、环境保

护等不同主题的墙绘创作，让别具一格的

文化墙成为阡陌间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使

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永乐村党总支书记朱强民介绍，永乐

村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已达

成党建联建协议，此次“乡村主题文化墙

绘”系列活动正是双方党建共建成果之一。

学生们的付出得到了村民的肯定，大

家对此赞不绝口。“这些孩子真厉害。”朱阿

姨说，“原来墙上没什么东西，甚至还有些

斑驳，这么一画，完全就不一样了，真好

看。”

从“一处美”走向“一片美”、从“环境

美”走向“生活美”、从“外在美”走向“内涵

美”，看似小小的变化，文明新风尚已在永

乐村蔚然成风。

朱强民告诉记者，后续村委还将以区

域化党建为平台，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纺

织服装学院开展更多合作，引导更多大学

生来到村里，看看新农村变化，让更多年轻

人参与新农村建设，“希望有更多的年轻

人，投身到乡村振兴中来，共同打造宜居振

兴的文明乡村。”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俗话说，过了

十五才算年。2月 26日至 27日，由王汝刚

领衔的沪上笑星“半壁江山”，将登上上海

东方艺术中心舞台，献演由东艺与上海独

脚戏艺术传承中心联合策划的“欢乐元宵

曲艺晚会”，端上一道最具上海本土文化特

色的“海派年味”大餐。

滑稽戏作为海派文化的一种承载，几

十年来留给上海人太多美好记忆，让人在

戏谑打闹中捧腹大笑。但这几年里，滑稽

戏在电视荧屏中甚少露面，与喜剧、综艺风

风火火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元宵佳

节之际，“海派年味”再飘浓香。王汝刚、潘

前卫、曹雄、钱懿、陈靓、陈国庆、陶德兴、薛

文斌等海派曲艺名家，将来到东艺献宝献

艺，陪沪上观众一起“闹”元宵。其中，王汝

刚和曾懿的《新请保姆》、陈靓和潘前卫的

《武松打虎》、陈国庆的《恭喜发财》、钱懿和

陶德兴的《包装》等经典之作，将在这台元

宵晚会上再现风采。而新编节目如《点赞

上海》《阿拉上海人》《回眸 40》等，都别具

当下风味。

“海派文化、地方语种、滑稽艺术等，

都是在上海这座城市里历经岁月孕育、沉

淀和成长起来的，作为上海人应当格外珍

惜和爱护。”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独脚戏”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上海独脚

戏艺术传承中心书记兼主任、著名笑星王

汝刚表示，我们应该“继承、保护、坚持和传

播本土文化，多讲上海话，热爱海派文化”。

业委会“停摆”党总支“顶上”
凯德·嘉博名邸小区业委会“停摆”8个月后重回正轨

党群同心 红色赋能

“下雨再也不用发愁了”

《小艺的故事》让爱跨越距离

以墙为布，大学生用画笔扮靓乡村

有爱有特长

文化志愿者走进书院镇

沪上笑星将齐聚东艺“闹元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