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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事儿

独居老人家中摔倒 及时救援转危为安
其实，在甘泉有许多像陈阿婆这样

12 月 1 日周六上午 9 点， 一位阿
姨飞快奔进黄陵居委会，气喘吁吁地说

的独居老人，但是他们并不是孤立无援
的，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关注着他们的
生活状态。

道：
“
不好了， 陈阿婆在家里摔倒了，你
们赶快去看看啊！ ”

名都小区独居老人徐桂珍， 年事

居委干部立刻询问具体情况，原来
这位阿姨是 90 岁高龄独居老人陈阿婆

“
哇、哇、哇……”下午一点的时候，居委会里传出了
小孩的哭闹声，这是怎么回事呀？
原来是小区居民周晓红在自家公寓的电梯里捡到
了一名小男孩。

已高、行动不便，其子长期居住国外，

“
我正准备等电梯下楼，没想到，电梯门一开，里面

的长护险护理人员张胜香，一大早她为

无法尽心照顾老人。 名都居委会干部

陈阿婆上门护理时，刚敲门就听见房内

查旭琴时常会带上饭菜看望老人，逢

有一个正哭着的小男孩，” 周阿姨对着居委干部说起了
“
电梯里也没有其他人， 我和他一起乘到 1
事情经过，

传来呼救声， 才知道陈阿婆已经摔倒
了。 居委会主任谈梅红立即报警，同时
和块长刘玲、值班人员黄思铸第一时间
赶到陈阿婆家。
大家隔着门一边先行安抚老人，让
陈阿婆安心；一边与老人儿子联系：
“
你

年过节会邀请老人去家里吃饭， 这些
年来也将老人当成了自家人。 月初，老
人在家不慎摔倒手部骨折， 查旭琴陪
同老人去医院看病，因为要动手术，从
办理住院手续到出院， 一直为老人忙
前忙后，住院期间还几度看望老人，关

的母亲在家摔倒了，现在门锁着，是开
门还是破门？”
“
争取时间是关键！”在得
到家属许可之后，消防队员立即采取措
施破门而入。
门打开后， 发现老人侧卧在地上，
居委干部马上将摔倒在地的老人扶起，
穿上衣服和裤子，并不断安慰道：
“
人没

事就好了，别怕，有我们在，等 120 来了
再去医院检查一下就放心了。 ”民警查
看厨房，发现煤气上烧着水，但水壶已
经烧干了，幸好开的是小火，没有酿成
火灾。 经询问，老人神志清晰，可以动，
身体无大碍。
这时，老人的家属也赶来了，看见
老人因抢救及时并无大碍，悬着的心才
放下来。

心其病情， 让从美国飞回来的徐阿婆
儿子十分感动。
“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社区从关爱
老人出发， 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老人，
让每一位老人生活在温暖的社区大家
园中。
（黄陵

薄丽华

名都

楼，带着他出了电梯，心想在楼下等等吧，或许小孩的家
人会下楼找他。 可是，等了许久，都不见有人，只好将小
孩送到居委会了。 ”
居委干部了解到事情经过，立即拍了孩子的照片发
在工作群里让同事们识别，询问有谁见过这孩子，同时
又在小区有线广播里播放寻人启事，正准备下一步联系
民警的时候，孩子的外婆急匆匆地奔到居委会，说自己
带小外孙乘电梯，可出了电梯一眨眼孩子不见了，听说
小孩在居委会，赶紧过来了。
只见外婆一把抱住小外孙，含泪道：
“
要是把你弄丢
了，我可怎么交代啊！ ”小男孩见到亲人来了，立刻躲在
外婆怀里止住了哭闹，祖孙两人抱在一起回家了。
（双山

陈莉）

郭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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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解开物业费涨价“
死结”

新鲜蔬菜进小区
动， 每周三在长新居民区健身苑内开展新鲜蔬菜进社区活动。
此次结对行动，方便了小区居民，尤其是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
疾人，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买到价格实惠、新鲜安全的蔬菜。 居

小区里，该维护的不维护，该保养的
不保养，该更新的不更新。 业主说：
“
物业
先提高服务标准，再提高物业服务费。 ”
物业则说：
“
先提高物业服务费， 再提升
服务质量。 ”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似乎就

民纷纷赞道：“
出门就能买到菜，真是太方便了！ ” （长新

“
死结”。
这样成了解不开的

12 月 5 日起， 长新居委会与甘泉市场管理所开展结对行

赵颖）

居民昏倒家中
居委、邻里热心救助

如何破解西部大楼的恶性循环，理

其实，在
“
上调多少金额比较合适”
这个问题上，大家经过多次商议才确定。
“
按照物业的想法， 上调 0.8 元才能收支
平衡。 ”施楚法说，但居民觉得 0.5 元涨幅
可以接受。 居民们是这样算账的——
—按

组，开展上门逐户征询。 考虑到白天在家
的居民少，大家便放弃休息时间，在晚上
开展征询工作。
有些业主不理解， 说出来的话不好
听。工作人员始终耐心诚恳相对，并将种种

100 平方米面积计算，如果物业费每月提
高 0.8 元，居民一年得多掏 960 元，而每
月提高 0.5 元则只需要多掏 600 元，经济

“
吐槽”转化为正能量，传达给做物业公司，
作为其今后改进服务的方向。 张毅说：
“
我
记得最开始有户业主不同意涨物业费，甚

压力不算大。 ”最终，业委会通过权衡，定
下了 0.5 元方案。
方案正式启动前， 西部大楼党支部

至还鼓动其他业主也不要同意， 我多次上
门耐心听，还详细解释为什么涨、涨多少、
涨了后能干什么。 ”最终，这户居民主动要

委员潘顺发主动帮着做宣传。 作为西部
大楼《业主报》主编，他多次刊出有关物

求修改原先填写不同意的征询表。
工作小组还碰到一个难点——
—业主

业费调价《告知书》等文章，将物业管理
行业的现状调查和物业费收支情况客观
地向业主公开。

中有 67 家出租户，也就是说 11%人户分
离，他们有的在外省市、还有的在国外，找
不到人、打不通电话。

12 月 16 日下午，新宜小区 4 楼居民金女士在烧饭的时候
突发低血糖，昏倒家中。 不一会，邻居闻到焦味找到她家，见状

顺居民、物业之间的关系？
“
小区上调物业费，居民会怎么想？ ”
志丹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周昕说。 为了

立即给居委会拨打电话。 居委干部了解情况后，马上拨打 120
急救电话，急救人员到场后，大家向医生说明该居民有糖尿病
史，有低血糖现象。 急救人员立即测血糖，并给予注射葡萄糖治

先了解这个问题， 党总支做了细致的调
研工作， 深入了解了广大业主对物业服
务质量及物业费调整的看法。 绝大多数

疗。经过一系列急救措施，该居民清醒过来。确认居民身体平复

居民表示：因为成本上涨，物业费适当调

后，居委干部、邻居们才放心地离开。

整是可以理解的，但物业费上调后，物业
服务质量要跟上去。
本着
“
物业提升服务质量、居民适当
增加物业费”的定位，居民区党总支充分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统筹协调居委会、威斯特

正式征询于 6 月 8 日启动。 工作小
组按照
“
三位一体”会议中商议好的工作
策略，采取先易后难、逐步扩大的方法开

到 60.8%，但他觉得还不够，还想争取更多
理解。于是工作小组继续奋战，对于那些多
次电话联系无果的，发动群众，通过亲戚朋

12 月 22 日周六下午 1 时，周家巷居委会接到居民来电称

物业、 西部大楼业委会三方力量， 成立了
“
西部大楼物业费调整工作小组”——
—以党
总支书记为组长， 居委会主任、 业委会主

展工作。
“
经统计， 西部大楼共有 106 名党
员。考虑到党员比例高的特点，党支部提

友等间接关系逐步取得联系， 最低限度要
保证每一户业主都知晓此事。
6 月 30 日， 同意上调物业费的户数

闻到焦糊味，疑似新村路 336 号一店铺外墙电线短路，听到这

任、物业经理为副组长，党支部书记、党员

一情况后，值班人员立即拨打 110 和 119，并将情况告知了居
民区党总支书记王静，王书记立即赶赴现场。 到达现场后，因电
线老化已有零星火苗窜出，王静当机立断道：“赶紧先灭火！ ”这

骨干等为成员， 这项工作被纳入志丹居委
会 2018 年的主要工作之一。

议召开党员组织生活会，向党员分析小
区物业费调价的实际状况，要求党员带
头理解、配合调价工作方案，此举得到了
绝大多数党员的支持。 其次是召开业主

82.36%，不同意的 10.76%，弃权的 6.88%。
新的方案，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最近，物业公司干劲更足了，不仅是
未来可调动资金比原来多了， 更是因为

代表大会，最后争得 24 名业主代表的全
票同意。
有了党员骨干、业委会成员、业主代
表、楼组长这部分骨干人员做基础，工作

得到了居民的理解。 从今年 9 月起，增设
了 4 台灭火器，保安巡逻频次也增加了，
并且每天安排 1 名保安在晚上 10 点至
12 点间逐层夜巡。 张毅说：
“
我们将尽最

小组又马上将工作人员分成两两一小

大努力，给居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

（新宜

汪辰蓉）

及时应对突发火情
携手消除安全隐患

时热心居民孙扣锁立即拿来灭火器扑灭了火苗，消除了火灾隐

经多次协商，明确了居委会、物业、业
委会三方在实施方案时的职责， 并最终确

患。

立了具体调价方案： 居民方的物业费上调
由于应急措施及时，在消防队赶来之前，已消除了隐患，未

造成严重后果，避免了事故的发生。

（周家巷

陈颖）

快速响应 妥当处置
避免煤气泄漏引发火灾
12 月 19 日下午 17:30， 悦达小区 781 弄 8 号 503 室房屋
装修，因操作不当导致 603 室间的煤气管道泄漏，瞬间整个大
楼弥漫着浓重的煤气味，情况万分紧急。 悦达居委得知情况后
立即拨打燃气热线，请求快速切断供气。 当时正值每家每户做
晚饭时间，居委全员出动赶赴现场，挨家挨户敲门进行解释。 20
日上午， 居委干部主动到 503 及 603 室开展后续协调处理工
作。 现场居民表示，多亏居委会及时发现主动作为，成功避免了
（悦达 毛雪晶）
因煤气泄漏引发消防安全问题。

0.5 元； 物业方则必须保证收费标准保持 5
年不变，保安保洁管理人数不变，提高专业
设备投入，提升物业服务质量。

“
其实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只要户
数过半和面积过半就可以通过调价方案。”
张毅说，早在 6 月 15 号，征询通过率就达

法治甘泉 平安视角

岁末年初家庭防火须知
消防常识要知道。 你知道油锅起火
怎么办？ 家用电器着火怎么灭？ 了解与

证消防通道畅通。
取暖设备小心用。 电热毯不要整晚

避免因插线板过载、短路而引发火灾。
生活习惯要良好。不私拉乱接电线；

掌握一定的消防知识，对于在第一时间
扑灭初起火灾，避免火势蔓延扩大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
消防通道别堵塞。 强化消防安全意
识，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楼
道堆放纸箱、塑料瓶等易燃可燃物品，保

开高温、热水袋充电时不要使用、电暖炉
严禁烤衣服，生活中注意一些小事的消
防安全，可以有效避免和预防家庭火灾
事故。
安全使用插线板。 科学使用插线板，
不在一个插线板上连接过多的家用电器，

外出时，关掉热水器、空调等电器电源，
避免出现电线短路的情况；做饭时遇到
紧急情况需要离开家，关闭炉灶，切不可
疏忽大意。
消防安全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预
防火灾从小事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