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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创全国文明城区 共建徐汇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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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民政局及兄弟单位到宏润观摩
11 月 4 日， 区民政局局长施涛、
副局长张蓉、13 个街道镇的分 管 领
居委会规
导、自治办负责人参加宏润“
范化建设暨居民自治现场观摩活动”。
今年年初以来， 区民政局结合住
宅小区综合治理等区重点工作， 在漕
河泾街道选取宏润花园居委会作为联
系点， 聚焦居委会规范化建设和基层
民主自治， 区民政局与街道全程跟踪
指导。经过半年多的工作实践，宏润花
园居委会在推进规范化建设和基层民
主自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形成
了“
宏润睦邻 E 家”自治项目。
“宏润睦邻 E 家”中的“E”代表着
三层含义：“一家人”、“
energy 正能量”

和“新媒体在居委会的应用”；打造了
“4 屋 1 室 1 平台” 的公共服务空间，
即“真情相伴屋、姐妹童心屋、快乐邻
里屋、 幸福平安屋”、“睦邻共建活动
室”和“科普休闲平台”；18 幢楼中建
立了 7 个睦邻点； 成为徐汇区首家社
区治理信息系统示范点。
本次观摩会主要参观了宏润花园
居委的规范化建设、 居务公开和党务
公开、居民自治情况、社区治理信息系
统操作情况、“
三驾马车” 协同配合情
况、楼组建设和楼道整治情况、文体活
动和社区服务开展情况、 睦邻点建设
等方面的情况。

隆冬， 走进九弄居委小会议
室， 一阵阵春天气息向你扑面而
来。 瞧，桌上一盆盆美丽鲜花，鲜
艳盛开；绿叶，青翠欲滴……
啊，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把
春天“留”了下来，让这小小的会
议室充满了暖暖的春意， 当你仔
细欣赏时， 这才发现那些栩栩如
生的鲜花， 原来都是手工制作的
绢花， 而制作这些绢花的能工巧
匠却是一群年逾古稀的大妈们，
正是她们，凭借自己的高超技术，
留在了”九弄居委。
将春天“
这些能干的大妈， 领头人是
李金仙，今年已经 75 岁，她带领
其他八个老姐妹， 组成一个名为
“凯蒂”的绢花制作班。其中，年岁
最大的 85 岁。九位大妈的平均年
龄 72 岁，真可谓是老当益壮！
凯蒂绢花制作班 2003 年成

11 月 19 日，科苑、西街居民区党
总支部组织党员们来到上海四行仓库
抗战纪念馆， 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教
育。 富有历史感的“四行西墙”布满枪
眼、弹点，让大家心灵受到了巨大的震
撼。 悬挂的谢晋元巨幅 《给妻子的家
书》，饱含深情，表达了对妻子、家庭的
深深歉意， 更是体现了为国捐躯的英
雄气概。 一幅幅历史的照片、一件件烈
士的遗物、一个个杀敌场景、一段段影
像资料， 生动真实地展现了抗日将士
反抗日军侵略的壮烈情景。 四行仓库
抗战纪念馆之行让科苑、 西街的党员
！！•！！／
们接受了一次心灵上洗礼。

11 月 24 日，梓树园居委的党员、
楼组长和优秀志愿者们来到中共奉贤
县委旧址，开展“红色足迹”寻访之旅，
了解奉贤革命斗争的历史， 缅怀为了
奉贤解放舍生忘死的革命先烈， 接受
˝！ ！‚
爱国主义的教育与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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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们漕河泾人

12 月 5 日，正南居委妇女之家举
办反家暴宣传活动，小区楼组长、妇女
代表共 40 多人参与活动，结对律师赵
律师为大家讲解反家暴方面的法律知
识，并进行有奖问答，反对家庭暴力，
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共筑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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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从虹口区搬到长宁区、再搬到徐汇区，已经有了 12 个年头，给我影响最
深的是漕河泾人，今择记其一二。
立之初连活动场地都没有， 是年
岁最大的高阿姨主动提议到她家
去。 当时除了李金仙有点制花技
巧外，其他大妈都是“
门外汉”。在
李金仙的带领下， 大家克服种种
困难， 以顽强的毅力， 坚持到现
在。 如今他们的作品除了给居委
留一部分作为布置会场外， 还是
居民区赠送给离、退休老干部、敬
老院及部分居民代表的经典礼
品。
大妈们这么做，她们图什么？
李金仙说得好：“现在党的政策
好，让我们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能为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我们的晚年生活更充实、 更快
乐。 ”
大妈们， 我们真诚的感谢你
们！
`！—¡»¢

感谢好心人——
—
楼组长刘国玲
我们是嘉萱苑 17 号楼的居
民。 11 月 8 日中午取报纸时，不
小心将钥匙遗忘在信箱上。 当楼
组长刘国玲发现后， 立刻取下钥
匙上门归还， 当时我们两人去公
园锻炼了， 刘国玲多次上门未遇
到我们。傍晚回家时，我们找不到
钥匙，正在焦急的时候，刘国玲来
不及吃晚饭， 又一次下楼将钥匙
送到我们手上。 我们真是感激万
分，得以顺利进门。
我们曾在媒体上看到有关遗
失钥匙被“小偷”拾到，导致家中
多次被偷窃的报道。 我们不小心
遗忘了钥匙， 幸运地遇见刘国玲
这样的善心人， 才避免了一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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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
“留住”
春天的大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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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遭遇的不测之事。 刘国玲急人
所急，想人所想，多次上门归还钥
匙的精神， 让我们感到居住在这
样一个温暖安全和友爱的大家庭
是多么的幸福！
作为楼组长， 刘国玲平易近
人，助人为乐，在小区里对老年人
特别关心， 见面时总是面带微笑
地嘘寒问暖， 还经常与我们交谈
一些小区的安全问题。 作为一名
楼组长，她率先垂范，关心爱护小
区居民， 潜移默化地带领周围邻
居也互帮互爱， 我们要学习发扬
刘老师的优良品德， 让正能量在
社区里发扬光大。
„。！！`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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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写理发店的一副对联， 读后兴味盎然。 习勤小区的理发店在陋巷的深
处。 理发师叫薛红娟。 可是小店里人丁兴旺、经常满员，远在莘庄、颛桥、七宝的
人，也会赶来请她理发。理发者等候两三个小时，也不一定保证能轮上。理发店环
屋雅何须大”。 她的理发技术娴熟，看头型、理头发，能满
境干净卫生。 人们好说“
足不同人群的需要。其次是热情好客。她不论闲忙，不论人多人少，她总是有条不
紊，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客人。 别的理发店“门庭冷落”，而她总是“
顾客盈满”。“
近
悦远来”——
—是人们对她的评价。
凡是腿脚不便的、头痛脑热的、伤残有病的，她都提供上门服务，且不多收分
文。 远远近近对她口碑之佳，实在令人赞叹。
她，就是漕河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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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常去游南京东路外滩的中央商场，那儿热闹非凡。 我为了修一只英纳格手
表，这家中央商场手表摊位师傅一开口就说：
“
修理费么？ 打开盖就是 800 元。 ”吓得
我落荒而逃。 康健路上也有个中央商场，有位女同志叫汪剑香，技术全面。 也修英纳
格手表，态度十分热情，收费公平。 我的只收 400 元，换好零件，走的时间还相当准。
不由我喜不自胜。 还有一个叫施宏杰师傅的，对来修理的，来者不拒，立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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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生园路上有个冠生园卫生服务站，医生是地段医院派来的。 姜哲方医生总
是微笑着回答每一个病人，老头老太车轱辘话说了一遍又一遍，她也回答了一遍
又一遍，嘱咐得老头老太称心了、满意了，她才放心。 医院规定 8 点钟上班，可你不
到 7：30 分，总会看到汲中医生第一个赶来开门，开始看病。 还有薛月萍医生，她在
药房，忙不迭地一人管发药，没有一刻的清闲，有时还到其他科室帮忙。 而且她对
病人特别关心，哪位病人缺个伞呀、忘带个什么啊，想学习血糖仪检测的啊，她都
愿意指导。 因此，她的口碑极好。 还有另外的两位姓杨的医生，也都是好样的。
他们都是漕河泾人！
漕河泾人，真是有说不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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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 日，东荡居委举办了“邻
里纠纷”法治讲座，由周天平律师事务
所的何川律师主讲，共有 21 名居民参
与。 讲座结束后，还有个别居民私下咨
询何律师。 居民们纷纷表示这次讲座
让大家受益匪浅， 明白了如何更合理
合法地解决邻里矛盾， 避免扩大邻里
小纠纷，邻里间更和谐、和善地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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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5 日是国际志愿者日，挹翠
苑居委与上海夕悦老年颐养服务中
心共同主办了以“爱心传递，真情永
驻”为主题的活动，邀请了社区志愿
者共同参与，弘扬志愿奉献他人提升
自己的精神，交流作为社区志愿者的
心得。 活动上，夕悦志愿者教会志愿
者轻松易学的健身操，普及各类养生
粥的功能，特邀医师为部分志愿者推
拿，充分体现了主办方队志愿者的关
˝！•！！…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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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女性居民对小区的责任感
和归属感，加强精神文明建设，12 月 5
日上午在金牛居委开展了以“多彩人
生，健康生活”为主题的“多肉 DIY”活
动， 本次活动由金牛居委妇女之家主
办， 社会组织参与， 提倡低碳环保理
念，鼓励居民参与到“健康生活”主题
！！！¯ˆ！
活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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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7 日，街道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办了“2016 年
漕河泾法治好声音”歌咏比赛，东荡小区居民葛润荣在比
赛中荣获一等奖。
12 月 1 日，在徐家汇文化活动中心，由徐汇区法制宣
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举办的“法治好声音”决赛，葛润荣
代表街道参赛，荣获三等奖，为漕河泾街道、为东荡小区增
。！ »！
光添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