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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片区旧住房综合整新工程进入收尾阶段

“住了快 30 年的老小区，靓了！暖了！”
■本报记者 刘雅雯

“党建引领”
+“居民自治”
为老旧小区持续注入活力

斑驳的门窗修葺一新，坑洼的路面变
得平整，房前屋后新添绿意，困扰多年的
“堵心墙”彻底被推倒……
“住了快 30 年的
小区，现在变洋气、温馨了。”谈起综合整新
后小区的变化，家住上钢新村街道济中村
的张丽珍阿姨竖起了大拇指。
老旧小区和“城中村”改造是民生问
题、发展问题和治理问题。去年，
为强化城
市更新工作的法治保障，市人大常委会制
定了《上海城市更新条例》，并设立
“浦东专
章”。按照全市“两旧一村”改造的总体部
署，浦东结合实际，研究改造方案，提升居
住功能、改善环境质量，努力将一个个老旧
小区打造成宜居舒适的生活空间。
张丽珍居住的济中村，和济阳二村、济
阳三村组成的济阳片区属于连片住宅，建
成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这里的居民曾为龙
耀路隧道的施工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和
其他老旧小区一样，在经历了城市成长过
程中的诸多烦恼后，济阳片区亟待更新改
造。
自2020年5月起，
上钢新村街道全面启
动济阳片区旧住房综合整新工作，两年多
来，这里实施了雨污水分流改造、龙耀路隧
道正上方房屋修缮加固、
老旧小区技防设施
改造、
居民生活用水管理改造等10多个实事
项目建设，
累积投资近1.7亿元，
合计整修房
屋24万平方米，
惠及片区4909户居民。

济阳片区综合整新过程中打造的微景观，
让小区更温馨。

层，全家都很满意。
济阳二村的俞老伯则为一面面“堵心
墙”的拆除拍手叫好，他说，
“以前 3 个小区
里有很多围墙，就跟走迷宫一样，拆除后，3
个小区打通了，去社区卫生服务站也不用
绕圈子走远路了，
配药方便了很多。”
“两年多来，我们打掉了 89 面围墙，拓
宽了 50 条主干道和支道，划定了 560 个汽
车停车位，安装了 984 个电瓶车充电桩，还
增加了 5 个休闲空间。”济中村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陈海燕觉得，
只有让居民看得到、摸
得着、有感受，老旧小区改造才能
“改”到大
家的心坎上：
“现在越来越多的居民愿意在
小区里走走看看，社区里比以前闹猛多
了。”陈海燕说。

老社区
“靓”
起来了
生活品质得到提升
热衷广场舞的张丽珍告诉记者，以前
小区的路面坑坑洼洼，晴天一身灰，雨天一
脚泥，走路都要小心翼翼，和小姐妹出去跳
舞，总被叫做“泥腿子”。现在路面重新铺
上了沥青，路边又添了绿植，还精心布置了
小景观，干净、养眼了许多。不过，最让张
丽珍开心的，是小区终于有了漂亮宽敞的
活动广场，大家再也不用去周边“借”场地
了。
“地方大了，可以邀请小姐妹过来跳舞
了。”张丽珍满脸骄傲地说。
退休后一直在济中村做楼组长的张勤
对小区环境的改善也深有体会，70 多岁的
她住在顶楼，以前外面下雨、屋里接水，雨
季一来，全家闹心。这次改造，不仅解决了
屋顶、墙面漏水的问题，楼顶还加铺了隔热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多方参与把好事办好
济阳片区综合整新涉及地下、地面和

□本报记者 刘雅雯 摄

空中，
项目繁多复杂，
施工叠加交织。既要
确保项目安全有序推进，又要尽可能减少
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难度不小。
“老旧小区改造，
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发
挥小区居民的主体作用。”济阳二村居民区
党总支书记孙永红表示，
具体
“改不改”
“改
什么”
“怎么改”，
都是在充分尊重居民意愿
的基础上决定的。
孙永红介绍，济阳二村在正式改造前
就广泛征求小区居民意见，确定改造框架
后，
再通过
“三会”制度，
邀请居民共同讨论
细化方案设计和施工协调等事宜。改造过
程中，以招募市民监督员的形式组织居民
对小区的道路修整、绿化提升、雨污分流以
及增设停车位等进行全方位监督。
“大家不
了解的地方，
有人大代表、社区达人和专家
帮忙把关。”孙永红说。
事前介入、事中监督，
让小区居民有了
强烈的参与热情，也提升了小区整治改造
的质量和居民满意度。
“只有问需于民，问
计于民，才能把好事办好。”上钢新村街道

“老旧小区综合整新，
承载着居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改造或许只是一两年的
事，但维护和管理却要下一番慢功夫。”刚
刚退休的济阳三村居民区原党总支书记顾
敏说，
将一次改造和持续服务相结合，
才能
换来居民长久的满意和放心。
作为远近闻名的“两弹一星”村，济阳
三村充分发挥
“两弹一星”党支部在基层治
理中的作用和影响力，通过老功臣们的红
色教育宣传，不仅激发了居民区党员的模
范带头作用，还凝聚了一批年轻的上班族
和在校大学生，为居民区创建活动输入了
“新鲜血液”。顾敏介绍，
通过
“党建引领”，
全面激发了济阳三村居民参与小区事务管
理的热情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能
力，
打通了小区高效治理的
“自循环”
。
“两年多来，我们通过‘党建引领’和
‘三会’
制度，
形成志愿者巡逻、一事一议和
问题不过夜等机制，确保综合整新顺利推
进，
使小区环境焕然一新。”陈海燕认为，
小
区环境品质的提升，会更好地带动居民自
治的积极性。疫情期间，
济中村有 300 多名
党员和居民主动组成了 10 余个志愿小组，
协助居委开展抗疫工作。看到小区里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在党员和志愿者的影响下，
办事处副主任林晖表示。比如，老旧小区
从
“局外人”变身
“主人翁”，
陈海燕
“趁热打
道路狭窄，
一旦发生火情，
怎样确保消防车
及时施救？大家群策群力，
最终讨论决定， 铁”，推进低碳社区建设，打造“林长制”自
治品牌，
并计划招募一批有环保、园林背景
在居民楼前预设消防管路，这样消防车可
的社区达人和以学生为主的“林长”，鼓励
以不进小区，或者只停在小区的主干道上
他们发挥所长，
为环境治理献计献策。
就能开展救援，
确保安全无忧。
在济阳二村，党员们纷纷加入到了绿
按照安全、急难和期盼 3 个等级，上
色家园建设中。孙永红介绍，社区年轻党
钢新村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一方面严格扎
员们身先士卒，经常不定期开展小区环境
实推进工作；另一方面“合并同类项”，将
卫生整治，
打造了一个个微景观、小花园。
“难事巧办”。比如，在征求各方的意见
“ 综 合 整 新 并 非易事，三 分改、七分
后，将居民生活用水管路锈蚀严重等急难
管。”林晖介绍，街道方面也将坚持全生
问题结合雨污整治项目一并实现改善；针
命周期理念，丰富“党建引领”+“居民自
对居民期待有休闲放松的场所，结合老旧
治”模式，完善切实管用、符合老旧小区
房屋及附属设施改造项目，在小区内增设
特点的长效管理和维护机制，组织各方
小花园。
力量共同呵护美丽家园。
“ 后续我们将推
“要给我们的居民点个大大的赞，
没有
动上钢三村、五村连片区和上钢七村、九
他们的支持、配合，
这个
‘大装修’
项目绝对
村和十村连片区的旧住房整新，计划‘十
不可能这么顺利。”林晖介绍，当前整新项
四五’期间完成剩余近 100 万平方米的旧
目已经进入收尾阶段，目前正在进行绿化
住房更新，通过实事项目，丰富社区治理
提升和垃圾箱房改造，预计 10 月上旬全部
模式。”林晖说。
完工。

他们一往无前，
留下最温暖的瞬间

今日导读

“6·28”
公交事故见义勇为群体荣获“2022 感动上海年度人物”
福惠在车后拼命追赶，试图拉下手刹制
停 车 辆 ；热 心 市 民 周 振 魁 、外 卖 小 哥 杨
飞、美团骑手沈鹏，公交公司钟振龙、潘
华伟、张华等相继跳进河中进入车厢救
人 ，在 公 交 驾 驶 员 忠 于 职 守 、热 心 市 民
见义勇为的共同努力下，事件中无人员
伤亡。
来自河南的周振魁出生于 1994 年，
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在惠南镇人民东
路附近经营着一家餐厅，是险情发生后
第一个下水救人的“平凡英雄”。据他回
忆，事故发生时自己正在忙午市，听到有
车辆落水，立即赶往现场，因看到水面不
断冒泡，担心车内有人被困，就毫不犹豫
地下水施救。
“ 车窗都被震碎了，我用手
掰掉了碎玻璃后，立即从车窗爬了进去，
拉着车厢内的扶手，边走边摸看有没有
人。”在确认没有乘客被困后，周振魁发
现公交车驾驶员被困在驾驶座上。
“ 当时

■本报记者 刘雅雯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
出的凡人。你们奋力一跃，划出最壮丽
的弧线；你们一往无前，留下最温暖的瞬
间。”
今天，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举办
的“光荣与力量——2022 感动上海年度
人物推选活动”
（第十一届）获奖名单正
式揭晓。
“6·28”公交事故见义勇为群体
荣获“2022 感动上海年度人物”。在日前
举行的颁奖典礼上，7 名当事人走上舞台
分享了他们的“救人”经历。
事情要从惠南镇突发的一起公交车
滑入河道事故说起。6 月 28 日早上，公交
车驾驶员王国春在行驶中察觉身体不
适，立马告知乘客们提前下车，随后自己
陷入昏迷，车辆向前滑入河道。
险情发生后，另一公交车驾驶员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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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整个人意识都模糊了，我想赶紧
把他拽出去，但水压太强，安全带实在解
不开。”他说。
正当周振魁准备向岸上市民求助
时，外卖小哥杨飞也已破窗而入，紧跟着
他的是戴着头盔的骑手沈鹏，后面还跟
着公交公司工作人员钟振龙，
“到车上
后，我们发现车内的河水快要没过驾驶
员头顶了，真是急煞人。”杨飞记得，四人
一道使足全力将驾驶员拽出座位，抬到
公交车尾部安全地带。
“我狠狠拍着王师傅的脸和肩膀，问
他你认识我吗？他始终迷迷糊糊，但看
到他的眼睛在转，我想问题不大。当时
公安消防人员也到达了现场，大家合力
把他转移到了岸上。”钟振龙介绍，王师
傅得救后，自己不放心又返回了车内，蹚
着水仔细检查了一遍，确保没有乘客落
下后才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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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些人平凡却闪闪发光，站在
颁奖舞台上，收获感动上海这份巨大的
荣誉，来自贵州的杨飞意外又激动，
“从
来没上过这么大的舞台，高兴是不用说，
但仔细想想，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毕
竟生命只有一次。”杨飞说，快递小哥平
时走街串巷，接触的人多，遇到有困难的
人，能帮的都会尽量帮，很多小哥都和他
一样，愿意做正能量的事情。周振魁表
示，下水救人是自己的本能反应，如果下
次再遇到别人有危难的情况，仍会义无
反顾地去帮助。
作为一名老党员和老公交人，钟振
龙 坦 言 ，自 己 没 有 想 太 多 ，当 时 心 里 想
的全是同事和乘客们的安危。他说，就
像同事连福惠不断地跌倒又爬起，奋不
顾 身 地 追 着 公 交 车 ，希 望 能 拉 住 手 刹 ，
制止车辆前进一样，每个公交人都会这
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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