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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 华山社区便民服务清单送上门
“
老师您好，这是华山居委会的
便民服务清单，上面列出了服务项目
和时间，还有一份丁香睦邻点课程时
间表，如果您有需求，可以打上面的
电话或根据清单上列出的时间到居
委会来……”
12 月 10 日、11 日， 华山居委会
书记潘志歌、 主任陈颖带着工作人
员，走进社区老人家中，送上新出炉
的便民服务清单，向其介绍居委会提
供的各项服务项目详情。 除上门宣传
外，辖区内的所有小区公告栏、电子
屏幕上也已列出上述信息，以便让更
多居民了解并享受居委会提供的便
利。
在长宁区及江苏路街道开设的
福利项目基础上，华山居委会结合社
区实际情况和居民需求，通过邀请志
愿者或与商家签订服务协议等方式，
推出包括公益理发、爱心扦脚、心理
咨询、爱心牛奶、爱心午餐、图书借
阅、轮椅借用、居家养老等在内的 10
余项便民服务。
从 2017 年开始的公益理发和爱
心扦脚，已然成为华山社区的明星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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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每月 1 日、15 日和每月第一个星
期一，一早就会有居民来到居委会活动
室，排队等待理发或扦脚。服务虽小，却
为高龄及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了极大
便利，得到了居民们的一致好评。
为老人理发的理发师们来自社
区附近的理发店。 在得知华山社区拟
开设爱心理发点后，该店店主主动提

长 新居 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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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安排理发师定期免费为老人理发。
为解决纯老家庭老人、独居老人面临
的扦脚难题，居委会工作人员特意找
到专门提供扦脚服务的店铺，与技师
达成协议，每月一次上门，以成本价
为社区老人服务。
据悉，居委会已邀请到一位擅长
织补的昭化东路 65 弄居民开设爱心

缝补， 该服务将于 2019 年正式开始。
届时， 居委会的便民服务将达到 11
项。
换位思考居民需求， 从小处着眼
提供服务。 华山居委会将继续以社区
实际为出发点， 为居民解决更多生活
难点、痛点，提供更多有价值、有效用
张晨
的服务。

岐 山居 民区

东西大楼小区业委会换届选举进行时
12 月 6 日，长新居委会、江苏
路街道房办工作人员、东西大楼业
主代表在长新小区会议室召开座
谈会，共同商讨业委会换届选举相
关事宜。
座谈会讨论产生了业委会换
届选举筹备组的人员名单，并由筹
备组人员酝酿产生了正式候选人
名单。 在讨论产生各项人员名单的
过程中，与会人员充分考虑了东西
大楼人员平衡、候选人平日里对社
区事务的参与程度、候选人承担的
其它社会职务等多项因素，确保最

终当选的业委会成员是热心社区
事务、并且乐于为业主利益奉献时
间和精力的人员。 座谈会结束后，
街道房办工作人员对筹备组人员
相关信息进行了登记，准备予以公
示。
业委会作为与居委会、物业并
行的“三驾马车“之一，在基层居民
自治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
此，业委会的换届选举必须遵照程
序、依规进行，选出真正”想业主之
所想“
、能代表业主利益的委员，以
实现业委会的效用最大化。 夏琰

利 西居 民区

鹿园海派砚雕第四代传承人陆
讲述砚台石雕的前世今生
11 月 20 日，一场主题为“非
遗进社区、砚台石雕活动”在利西
居民区活动室举行，吸引社区居民
前来学习非遗文化， 体验非遗技
艺。
此次活动的指导老师陆烔来
自辖区“鹿园古玩字画”，是鹿园父
子海派砚雕的第四代传承人，同时
也是上海工艺美术专科学校的老
师。 鹿园砚雕作品所取题材往往是

老百姓熟识的瓜果蔬菜、 花花草
草、日常器皿等等，均极度写真，符
合大众的审美，拉近了艺术与普通
百姓的距离。 陆老师先给居民朋友
讲了砚雕知识及砚雕技术的前世
今生， 然后现场一展砚雕工艺，秀
出匠心独运，雕刻出一朵形态优美
的兰花。 在老师的指导下，居民们
自己也纷纷尝试创作，在刻画间领
略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之美。 武彦雯

开展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
12 月 1 日是第 31 个“世界艾
滋病日”。 为进一步宣传普及艾滋
病防治知识，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12 月 3 日， 岐山居民区举行世界
艾滋病日宣传活动，岐山居委计生
干部向居民发放了预防艾滋病宣
传资料，介绍了艾滋病病毒对身体
的危害、传播途径、艾滋病症状，以

提高居民对艾滋病预防及相关知
识的知晓率，动员居民积极参与
防治艾滋病行动，遏制艾滋病的
流行。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希望
更多的人来关注艾滋病，正视艾
滋病的传播途径，正确预防艾滋
病， 同时不要歧视艾滋病患者。
骆春华

南 汪居 民区

加强禁烟控烟宣传
12 月 4 日，南汪控烟宣传小组
对辖区内所有营业单位开展禁烟宣
传教育，将禁烟标识公益海报逐一发
到每一位店主手中，并当场贴上。各位
店长都表示：愿意全面配合最新控烟
条例，不仅禁止员工吸烟，如遇到在房
间内抽烟的客户也会进行劝阻。
同时禁烟小组在社区也都贴上

宣传海报， 控烟宣传小组成员还互
相约定经常对楼道内进行巡逻走
访， 避免居民在楼道或室内吸烟。
他们希望通过宣传让大家增加控烟
的意识， 在培养自我健康意识的同
时， 避免给周围非吸烟人群带来不
必要的伤害，逐步建立一个绿色、健
费祥
康、文明的社区。

西 浜居 民区

创美丽楼道 展人文风采
12 月 12 日，西浜居委会组织
党员带头， 发动居民广泛参与，对
中包公寓、 长原小区及香樟公寓等
28 个楼道进行美化， 让生活在这里

的居民感到温馨舒适，让他们在上下
楼时不经意间感到浓浓的邻里亲情，
逐步将楼道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
居民，让邻里更加文明和谐。 方怿敏

愚 三居 民区

圆满完成人大代表补选工作
11 月 23 日，愚三居民区第二
十七选区人大代表补选工作圆满
完成。 早上 8:30，第二十七选区人
大代表补选投票站的工作人员在
愚三居民区活动室全部就位，放
好了选举用的桌椅、投票箱，完成

各项准备工作。 9 点整，选举正式
开始。 居民区干部以及部分居民
代表作为工作人员，做好引导、记
录、发放选票工作，保证选民投票
有序进行, 选民积极的投下庄严
黄岚
的一票。

东 浜居 民区

贯彻《支部工作条例》 扎实做好基础工作
12 月 6 日，东浜居民区召开
党总支会议和总支扩大会议，总
结 2018 年工作，学习和贯彻《支
部 工 作 条 例》精 神 ， 为 做 好 2019
年党建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会议

还就近期学习和工作作出了新
的部署，希望各支部要以十九大
精 神 为 引 领 ， 在 学 习 和 贯 彻《支
部工作条例》基础上扎实做好支
张志华
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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