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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佳最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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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敏 陈雪君家庭

邻里互助赛金宝 母病廿载勤照料
陈嘉敏是昌里东路 550 弄小区的退休党

德在陈嘉敏家中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的母

长寿，让母亲感受家庭的欢乐，提高其战胜疾

员，他与家人相敬相爱，与邻里友爱互助，他们

亲今年 95 岁，1997 年 1 月脑梗后， 右半身瘫

病的信心。 他们家是六层无电梯房屋，这十年

家是邻里公认的好家庭。

痪，长期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除了每天三

间每当母亲需去医院就诊，都得由他将母亲背

陈嘉敏乐于助人，哪家邻居有事儿，他都

次喂饭外， 母亲提出的愿望， 他都想方设法满

着上下楼。 家住 5 楼的他，已是 66 岁的人，要

能主动帮忙。 一楼的居民钥匙忘了拿，进不了家

足。 由于半身瘫痪，母亲如厕也需要他的帮助。

将母亲从一楼背至五楼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容

门，他拿来梯子爬入取出钥匙，帮人解决了无法

为了改善母亲长期卧床不适，陈嘉敏又专替母

易的事。因是独子，姐妹们更无力气，母亲上下

进门的困难；邻居的电灯、电路发生故障，他拿来
工具帮助修理，及时恢复光明；前段时间小区楼

亲购置了护理摇床、坐便椅等等护理用品。 为
了减轻母亲的病痛，陈嘉敏自学了一些简单的

楼的任务每次都由他
“
承包”了。他的妻子也有
病在身，他不离不弃，相敬相爱；在教育下一代
本报讯

道整新后，他拿了拖把将 1-6 楼的楼梯过道拖洗

护理技术，常年陪在母亲床前，为母亲不时按

方面，他要求孩子热爱祖国，关心社会，诚实守

干净；楼梯铁扶手脏了，他用抹布擦洗干净，无法

摩。 患病十年的母亲从没有发生一次褥疮。 每

信，学会做好事，学会做好人。

擦除的地方， 他买来同色的自喷漆进行补漆喷
涂， 并带领楼组长在楼道内布置了盆栽绿化，为
争创昌四居民区
“
最美楼道”贡献了一份力量。
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种美

当月初家庭病床上门的医院护士为母亲消毒、

在家里，陈嘉敏是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

活动现场，火红的灯笼高高挂起，喜庆

冲洗、换插导尿管时，总是不忘夸奖其家属对
老人清洁、 护理和照顾等诸多方面所作的努
力。此外，陈嘉敏每年都为母亲过生日，祝母亲

在外面他是好邻居、好党员，他创建了和睦的家
庭，也做到了邻里的融洽、守望。

的音乐烘托气氛。 现场设置了“欢乐运元
宵”、“一反常态”、趣味贴鼻子、吸管运输、
快乐猜灯谜等项目，老少皆宜，很快参与名
额被一抢而空。“
新年月圆人团圆，汤圆圆
圆香又甜，花好月圆群灯艳，亲人团聚庆团

区活动室开展“欢乐闹元宵”趣味活动。

昌四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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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校志愿者 辛勤获点赞
本报讯 2 月 16 日， 是全市中小学生新
学期开学的第一天， 齐七居民区护校志愿者
早早来到学校门口，开始忙碌的志愿服务。
由于学校位于居民区内， 早高峰期间进
进出出的人流、车流比较大，社区志愿者在车
辆集中的路口、学生进校的必经之路，配合交

警对车辆及行人进行临时疏导。 很多家长送
孩子上学的时间比较早， 校门前的车流明显
增加，上午 7 点 20 左右，身穿红色马夹的志
愿者吴阿姨站在路口严阵以待， 看到有孩子
下车，吴阿姨立即上前迎接，护送孩子穿马路
带进校园，以便让开车家长可以尽快驶离。

根据齐七居民区党总支与共建单位上南
北校签定的共建协议， 居民区派出志愿者参
与护校行动已经持续三年多了。 多年来，护校
志愿者得到学习家长和老师们的一致认可和
称赞。 他们在每天早上护校服务过程中收获着
黄蔚青
快乐和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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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菜园 收获多多
本报讯

上学期， 红苹果幼儿园的每个中大班围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种植活动，孩

子们在总部的菜园里亲手种下了各种各样的小种子。之后，每个班级的孩子们都承包了
校园一角中的一片小菜园，根据他们的年龄特点增加了更多观察记录的内容。
日前，天气逐渐转暖，菜园里迎来了收获的季节，蔬菜们虽然历经了寒冬，但
是在孩子们的照顾下，它们生机勃勃地成长着。 在老师们的带领下，中大班的孩
子们喜悦地收获了富足的蔬菜。 每个年级的孩子们趁着散步、户外活动、自由活
动的时间，纷纷动手收获着属于他们的成果。
瞧，孩子们多么喜悦！ 当他们将蔬菜连根拔起的时候，老师们听到了他们发
出的阵阵惊喜声：“
哇！ 我的青菜拔出来啦！ ”“老师，我把生菜拔出来了。 ”他们将
蔬菜放在一个个篮子里，收获了今年属于他们的第一份大礼包。
幼儿园老师表示，这个学期将会有更多新点子慢慢呈现，将把他们对播种植物
的理念体现在小菜园以及教室自然角中，和孩子们一起热爱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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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娘 舅 说“法 ”
【案例】严某与王某原系夫妻， 2008 年 10

每年支付抚养费 6000 元至小严 18 岁为止， 共计

告支付上高中的入学费 11780 元， 三年高中学费
3000 元及生活费 7200 元，合计 21980 元。 最终法
院判决王某承担小严的一半费用 10990 元。
【相关法条】
离婚后，一

4.8 万元，一次性给付。之后，王某又与他人结婚，而
严某一直未再婚。2015 年 9 月，小严初中毕业后上

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
费的一部分或全部， 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

高中需交纳学费 1.1 万元，而母亲王某给付的抚养

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
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
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解读】这是一起因父母离异而引发的子女
向生母追索抚养费的纠纷案件。 依照法律规定，

仅 10 岁的儿子小严由父亲严某抚养，母亲王某以

费已不能适应子女现在生活和学习的需要， 而且
严某所在单位现已破产，经济非常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让孩子安心上学，严某一
边向亲戚朋友借款，一边以小严的监护人身份多次
要求王某增加给付抚养费，但王某以离婚时对抚育
费用有约定且已履行完毕为由加以拒绝。在协商无
果后，小严一纸诉状将生母王某告上法庭，要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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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生命 关注安全
云台小学开展安全教育周活动
每年， 云台小学将寒假后开学的第一
周定为学校的安全教育周。在这一周里，学校先后开
展了消防安全疏散演练， 举办了交警进课堂上安全
本报讯

教育课，开设了安全专题讲座等，让学生在活动中提
升安全意识。
在消防安全疏散演练中，随着演练一声铃响，各
个班级学生在班主任的指挥下按照指定路线， 迅速
地从教室撤离，撤离到操场后，各个班级向疏散演练

的一部分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
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该条

周一下午的班会课上，学校邀请了交警二大队的
交警，来学校给学生上交通安全课。 课上，交警叔叔从
行走、乘车等方面，详细地讲解了马路上各个交通安
全标志的作用以及乘车系好安全带的重要性等。
各个班级的班主任老师利用晨会课，向学生进行

第二款同时规定：
“
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
议或判决， 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
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有权要求不随其一
起生活的父母给付抚育费或者变更增加抚育费
的，被请求的父母无理由拒绝。 小严与母亲王某
虽然不在一起生活，但是他们的母子关系并没有
就此改变。 因此，原告小严要求其母亲王某支付
入学费、生活费、学习费用，符合有关法律规定，
但因父母双方都有抚养的义务，所以该费用由父
母双方均担。 因此法院依照《婚姻法》的有关规
定，判决入学费 11780 元，三年高中学费 3000 元
及生活费 7200 元，由王某负担一半费用。
司法所、老娘舅调解工作室

文化中心 2017 年 3 月份文艺、电影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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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多可爱的小朋友，谢谢大家来看望自己，真的很感
顾嘉宜 文 / 摄
动。 ”

总指挥汇报撤离情况， 各个楼面的负责老师也汇报

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在一定条
件下可以变更，变更包括增加、减少和免除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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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摄

五成群地分析谜面，结伴猜谜，有的甚至拿出手机上
网查询，不亦乐乎！小区里 7 位小朋友在居委会主任
的带领下，将寄托了浓浓爱心、敬老之心的汤圆送到
老人手上，为他们送上社区大家庭的关爱和祝福。居
民汤阿婆说：“
真的谢谢党总支，谢谢居委会，还有那

《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
离婚后，一方抚
养的子女， 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

子女是否有权要求变更约定抚育费用？
月，严某与王某因感情破裂，经法院调解离婚，年

康佳琦

圆……”随着主持人的祝福语，吸管运输开
始了，游戏规定吸管不能拿在太靠前，掉在
地上超过三次则淘汰， 这考验着参加游戏
居民的速度与耐心。“
一反常态”分成三组，
居民听主持人指挥，做出相反动作，参赛居
民全神贯注听着口令，生怕一不留神出错会出局。猜
灯谜是元宵节的传统节目，居民们早已跃跃欲试，三

备 注 ：以上预报有可能会因为实际（特殊）情况有所小的变动，敬请谅解！ 请关注文化中心一楼大厅电子屏的
“
每周预报”。 咨 询 电 话 ：68585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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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生撤离情况。

在家、在校、外出等方面的安全教育。 徐老师利用广播
向全校师生进行了《珍惜生命，关注安全》为主题的安
全讲座， 重点讲了 12 岁以下的学生禁止在马路上骑
车的交通法规。 同时，他提醒学生，不玩火，不游野泳，
张爱琴
遇到危险要呼救或寻求大人的帮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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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工会换届选举？
工会换届选举就是指各级工会委员会按照 《中
国工会章程》的规定，在本届工会委员会和经费审查
委员会任期届满（一 般 为 3 年 或 5 年）时，组织召开
新一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或 会 员 大 会），选举新一
届工会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

谁该负责工会委员会的换届工作？
工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应由该级工会委员会在
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工会的领导下，负责筹备和组织。
在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时， 由大会选举出的主席团主
持和领导 （会员人数不多的基层工会召开会员大会
不设主席团，由工会委员会领导主持）。 在代表大会
进行期间，直到新的工会委员会选举之前，工会日常
工作仍由原工会委员会主持。新选举的工会委员会，
在上级工会批准之前，可以履行领导职权。
社区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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