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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楼道：让你爱上回家的路
倾力打造特色楼道，让你爱上回家的路。
作为社区
“
创全”工作的特色之一，在镇党委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七宝镇特色楼道从 2016
年的 22 个，发展到现在的 343 个。

皇都花园

子活动照片，留下甜美的回忆。 另外，特别
安放了亲子共享书架， 供小朋友们摆放共
享玩具、书籍及其他物品，让小朋友体会分
享和共同成长的乐趣。

邻里和眭

金球花园
金球花园家和楼

该特色楼道最初的创建想法是由楼道
内的居民提出，他家中有许多闲置的书籍，
想打造公共共享图书角。 因此，才开始创建
共享楼道。 刚开始，共享楼道里只有他捐献
的书籍，后来，居民们也深受感染，纷纷效
仿，将家中闲置的书籍拿出来。 社区内的小
志愿者们也闻讯赶来， 将闲置的书籍整理
后捐献给共享楼道，培养社区文学氛围。

海上新村
亲子楼以
“
亲子同乐”的理念，引导居
民进一步增进社区亲子情， 让孩子们乐意
与家长、同伴一起参加各类活动，感受与父
母、同伴共同活动的乐趣。 楼道里特别设计
布置了亲子照片墙， 可以定期更换各类亲

16 号楼道多为和睦家庭， 子女孝敬长
辈，家规、家训都比较好，因此以家风楼命
名。 走进楼道，一股强烈的中国传统氛围迎
面而来。 家住 1 楼的武老师，谈起家中子女
对他们长辈的孝敬， 用最朴实的语言叙述
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温暖之意全都展现
在脸上。

17 号楼道内多以老人居住， 子女工作
繁忙，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在生活中少不了
需要照顾的地方。 住在 5 楼的杨奶奶，是位
近百岁的老党员，平时独自在家时间较多，
孤独和寂寞在所难免， 志愿者和楼组长主
动给予关怀，经常上门陪老奶奶聊聊天，嘘
寒问暖。 为方便老人上下楼梯，还在楼道内

安装了简易板凳。

万泰花园
法制楼位于万泰花园小区的 65 号和 98
号， 是万泰花园党总支推出的第一个系列特
色楼道，将法制宣传与文明建设相结合，引导
居民知法、懂法、学法，提高法律知识的同时，
提升居民自身的文明素养， 促进邻里之间良
好的情感沟通。

万泰花园党总支通过打造“和谐”楼，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居民的生活
中，提升社区居民的爱国情怀，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代表履职风采

张伟兴：尽职尽责显风采
进博会虽然已经结束了一个月， 但作
为城管中心的领导， 张伟兴始终不敢有半
点松懈。
“
作为人大代表，就是要倾听基层群众
的心声，就是要为群众办实事。 ”谈到自己
当选人大代表的感受， 张伟兴没有豪言壮
语，有的只是朴实无华的满腔热情。

危房隐患及时除
张伟兴是地地道道的七宝人， 先后在
镇广播电视站、信访办、大联动工作过，他
做事雷厉风行，不怕揽事，有责任心。 2015
年 4 月，他调到友谊村任党总支副书记。
到友谊村后，张伟兴接到村民反映，友
谊村 7 队靠近万兆东庭处有一幢建造于上
世纪七十年代的联排样板房，上下两层式，
房龄已近四十年，房屋出现墙壁开裂、屋顶
漏水、横梁沉降等现象，甚至有村民家中还
发生了顶梁断裂事件。 张伟兴立即到实地
查看，可他万万没想到，现场的情况比自己
想像的更差。于是，他利用各种机会向上反
映群众呼声。 2017 年初，他牵头其他几位
镇人大代表在镇十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
提交了“
关于加快推进友谊七队民房动迁

的建议”。
镇党委、政府非常重视，多次召集相
关部门召开联席会，经研究后同意将这一
幢联排房屋及附近几户村民实施动迁。
2017 年 10 月 28 日起进入签协阶段，签约
期为 30 天。 困扰村民多年的隐患得到解
决，13 户居民在新房里过上了快乐、 开心
的新年。

完善方案保出行
近两年来， 张伟兴针对群众反映的热
点、难点问题，积极主动进行调研。
今年年初，七宝镇提出设立
“
七宝旅游
专线”的构想，并列入 2018 年政府实事工
程项目。 该项目经区、镇两级共同协商，拟
通过闵行 33 路优化来具体实施。 线路调
整方案公示后，华林路周边的几个小区居
民认为，调整后的线路，对周边几个小区
居民的出行带来不便，希望有关部门予以
完善。
张伟兴听到居民意见后， 对沿线情况
再次进行了深入调研，现场查看客流量，形
成了初步的建议方案，并立即向区有关部
门反映。合理的建议方案得到了区相关部

门的采纳，旋即开始了第二轮调整方案公
示，对 33 路公交线路重新作调整计划，站
点设置充分考虑到居民出行的方便。
为了表示感谢，居委要向他赠送锦旗，
却被他婉言谢绝。

深入现场调研忙
为了使自己能更好地履职， 张伟兴积
极参加代表业务知识培训学习。
作为镇人大第五代表小组组长， 在他
的安排下，不管是代表组接待、预算执行监
督还是代表述职，都开展得有声有色。
去年， 张伟兴带领代表小组与区人大
七宝第一代表组共同撰写了 《
“
美丽家园”
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对策》 的调研报
告，为了写好课题，张伟兴和小组成员放弃
休息时间，经常泡在万泰小区“美丽家园”
施工现场，与施工队、居委、业委、居民打交
道，不放过任何一个小问题。
今年初，张伟兴又带领小组成员，联合
镇人大第四代表小组，历时 5 个多月，六易
其稿，完成《七宝镇产业转型战略规划近期
落实情况的调研报告》，得到镇领导和相关
（镇人大办）
部门的充分肯定。

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举行义务献血活动
员，也有行政管理人员。 虽然天气寒冷，却
丝毫抵挡不了大家献血的热情。
从大学就开始义务献血，这次已经是
第四次献血的 7A 病区护士长李楠楠说：
“
作为与患者经常接触的一线医护人员，
对于临床用血的需求量，有着更加清楚的
认识，也更加明白，无偿献血对于患者、家
属、医院乃至社会的意义。 用我们可以再
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更是
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
“
作为医生，我深知血液对于人体的

便民服务好去处
七韵家园·蒲溪邻里中心位于青年
路 350 号，场地总面积 760 平方米，辐射
范围七宝镇老街片区 6 个居委会， 辐射
户数近 8227 户。 邻里中心按照一公里的
治理服务半径， 是党建引领下一个综合
性社区公共服务平台。
12 月 4 日蒲溪邻里中心试运行的第
一天就人头攒动， 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
绝，咨询了解邻里中心的活动，参观每个
房间的布置， 了解参加活动的报名方式
等等， 相关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都给予
了热情的接待。
邻里中心包含了医疗健康类、 生活
服务类、文体教育类、公益互助类、个性
化服务类共五大类服务项目：

“汇助坊”老年人助餐点
坚持民生为本，整合资源，以为老服
务为重点， 邻里中心一层多功能厅设置
老年人助餐服务，满足周边老年人、残疾
人的用餐需求， 进一步提升助老服务水
准。
一层大厅配备各类文学读物、 报刊
和常用工具书， 为居民提供舒适的阅读
环境及惬意的交流空间。

“汇康坊”按摩康复区

寒冬里涌动爱的暖流
连日来，上海阴雨绵绵，气温骤降，但
是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却充满阵阵暖意。
12 月 6 日，一场充满爱的义务献血活动在
医院举行。 来自全院各科室的 20 名医护
人员累计无偿献血 5000 毫升。
上午八点半，闵行区血液管理事务中
心
“帮帮蜂”爱心献血车就早早停靠在医
院门诊大楼前，前来献血的各科医护人员
络绎不绝。 他们按照要求填表、 体检、化
验、献血，整个献血过程井然有序。 在此次
献血队伍中，有忙碌于临床一线的医护人

七韵家园·蒲溪邻里中心

重要作用， 特别是遇到大量失血的患者，
输血治疗具有不可替代性。 ”7B 病区周林
华医生表示，寒冬季节正值临床用血供应
紧张之际，无偿献血尤为重要。 每当血液
库存不足时， 我们医护人员理应冲在最
前，当病人因为临床用血紧张而生命受到
威胁时，对于我们的要求不仅仅是精湛的
医术和细致的服务，更重要的是关键时刻
的热血相助。 ”
对于此次义务献血活动， 医院高度重
视。 在副院长潘耀良全程指挥协调下，本次
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开通夜门诊服务

配有电动按摩座椅， 让居民在安逸
的环境中精神得到闲适放松。

“汇乐坊”文体活动区
面积为 95 平方米的文体活动区主
要开展科普讲座、兴趣培训、青少年成长
服务等。 太极拳班、沪剧沙龙、时装队、民
乐队、 古韵舞蹈队等社区群文团队也将
在此开展活动。

“汇亲坊”儿童活动区
儿童活动区域是专门为儿童打造的
玩乐园区，在中心能够体验图书阅览、乐
高墙、搭积木等项目，让孩子寓教于乐，
度过愉快的时光。
地处七宝老街中心点的“七韵家园·
蒲溪邻里中心”， 周边聚集多所学校，结
合七宝建筑、人文、历史特点，通过互动、
展示等形式来达到传播教育的目的，将
原本墨守成规的格局打开， 形成风格现
代、功能丰富、形式多变的邻里中心。 今
后，中心将结合七宝特有的古建筑风格，
致力于打造一个传播七宝镇优秀人文历
（镇社区办）
史的教育基地。

献血活动有序完成。 献血期间，潘耀良登上
献血车看望慰问大家。“
车外寒风阵阵，车内
却十分温暖， 你们的无偿奉献精神让人感
动，也展现了我们蓝十字脑科医院的良好精
神风貌。 ”潘耀良叮嘱大家，献血后要注意补
充营养，休息好，保持身体健康。
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的医护人员纷
纷表示，要把这份浓于鲜血的爱心继续传
递下去，救助更多的患者。
作为闵行区文明单位、闵行区医疗急
救中心七宝分站，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多
年来一直秉承
“
服务患者、服务行业、服务
社会”的办院理念，时刻铭记承担的社会
责任，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
（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 特约记者 金戈）
夜门诊开放时间：17:00-2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