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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章磊 浦东报道

按一下遥控钥匙，大门自动打开，开

车驶出小区，再按一下遥控，大门又缓缓

关闭……早上 8点不到，家住周浦镇瓦屑

社区刀具楼小区的小李开车出了门。“自

从装了电动门、划定了车位，感觉方便多

了。”他说。

刀具楼小区里的停车难

一年多前，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整个

小区30户居民，经常为争夺十余个车位争

吵。为了解决这个老旧小区停车难的问

题，瓦屑居委开拓思路，发挥了居民自治

的力量，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

“以前真是痛苦，回家稍微晚一点就

没有车位了，有时为了抢个车位，还会吵

起来。”小李对记者说道。类似的情况，还

发生在瓦屑社区其他小区。

瓦屑居委党总支书记林生国告诉记

者，居委下辖 20多个居民小区，其中大部

分是老旧小区，不仅年代久远，而且规模

较小，独栋成区的不在少数。由于无法成

立业委会，导致物业公司一直空缺。加上

居民私家车拥有量增加，车辆停放成了小

区居民的老大难问题，为此居民间纠纷不

断，矛盾频发。

刀具楼小区就曾是较为突出的典型。

小区的停车位本就供不应求，而且还存在

外来车辆占用停车位、小区居民搭建违章

建筑的现象，停车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为

了停车这个问题，小区居民多次发生争吵，

居委会调解工作做了不少，效果甚微。

每户分到一把遥控钥匙

2015年 6月，瓦屑居委根据刀具楼小

区的实际情况，经过与小区居民代表协

商，制定了初步的改造方案。

“按照我们的方案，首先是将小区内破

旧荒废的花坛、违章建筑等一并拆除，充分

利用闲置空间，为停车腾出位置；第二步，

小区门口安装电动门，车辆凭电子门卡出

入，外来车辆禁止入内；第三步：划定30个

固定的停车位，每户一个。”林生国介绍说。

方案制定后，居委向每户居民公开征

询意见，结果顺利通过。拆除花坛、违建，

找施工单位，之后的一个个步骤，都是居

民商议决定。安装电动门的费用，也是所

有居民按户分摊的，每户人家一把电动门

的遥控钥匙，即便是没有私家车的居民，

也没有提出异议。

去年年底，施工完成。遥控的电动

门，30个整齐排列的停车位，让刀具楼小

区焕然一新。小区居民还自发筹款，制作

了写有楼号的标牌，挂在每个车位边的墙

上。“车位都是居民协商分配的，按照各个

门洞的位置，就近选择，大家都没有意

见。”林生国说。

居民自治是一剂良方

改造的效果立竿见影。外来车辆进不

来了，乱停乱放现象消失了，因为停车引发

的矛盾没有了。林生国告诉记者：“这次停

车位改造，充分调动了居民的积极性，发挥

了居民自治的作用，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问

题，也让整个小区更加和谐了。”

之后，类似的做法被推广到了其他小

区。今年 7月，又一个老旧小区完成了停

车位改造，安装了闸机，划定了车位。不

同的是，这个小区的停车位相对较少，40
余户居民，停车位只有22个。

不过，这并没有难倒居委，依靠的依

然是居民自治的主动性。居委把居民们

召集在一起，有停车需求的每户一个人，

大家一起出主意，谁的主意得到最多人的

支持，就按照他说的做。最终，大家选择

了先到先停的做法。

林生国说，“当然，我们也在想办法增

加停车位。”按照林生国的设想，借助居民

自治解决停车难的做法，还可以在社区的

其他老旧小区推广开去。“我相信，这是解

决社区管理疑难杂症的一剂良方。”

有的盘根错节，亭亭如盖；有的崖石倒
挂，凌空欲飞；有的鲜果累累，红艳欲流……
10月15日，祝生祥个人盆景展在周浦举
行，100多盆形态各异的盆景吸引市民前
来参观。

祝生祥是周浦地区的知名企业家，今
年72岁，5年前开始痴迷盆景，目前，其
“祥生小园”内有大阪松、黑松、那须等十
几个品种，经多年打理，不乏精品，曾在
上海市盆景赏石协会举办的展览上获得
金奖。

□本报记者 潘永军 摄影报道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陈卫锋 浦东报道

为多要 630元物业费，物业公司两个

月内两次起诉 65岁老伯。近日，记者从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获悉，法院对两

起案件均作出了驳回物业公司全部诉请

的判决。

“任性”物业公司两次
起诉65岁老伯

陈老伯今年 65 岁，家住浦东塘桥某

小区内。2013年底，因原物业合同到期，

小区业主大会与原告上海联昌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下称联昌物业公司）签订服务

合同，约定由联昌物业公司在2014年1月

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为小区提供

物业管理服务。

双方约定，小区业主应在每季首月的

15 日履行物业费交纳义务，最迟不得迟

于该季末，若逾期交纳，应付违约金。然

而，因新、老物业公司之间的交接问题，联

昌物业公司实际在 2015年 7月 20日才入

驻小区并开始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今年1月初，联昌物业公司以陈老伯

未交纳 2015 年 7-9 月的 630 元物业费为

由，将其起诉至法院，后被驳回。3月份，

联昌物业公司又以陈老伯未交纳2015年

10-12月的物业费为由，再次将其起诉至

法院，要求其支付物业费 630 元及违约

金、诉讼工时损失费1600余元。

陈老伯坚称，自己并无任何拖欠物业

费的行为。相反，他不仅于 2015 年 4 月

28日已经向老物业公司全额交纳了 2015
年度的物业费，还于 12月 25日向原告交

纳了该年度下半年的物业费1200余元。

法院认定反复起诉造
成了当事人诉累

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已向原

告交纳涉诉房屋 2015 年下半年物业费

1200 余元，有在小区管理处当场支付的

银联POS签购单及原告方工作人员的收

款字据为凭，因而不存在拖欠物业费的事

实，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该年度10-12
月间物业费630元的诉请不予支持。

原告入驻涉诉小区后未及时进行物业

费交接，导致其误以为被告拖欠物业费，进

而进行催讨、起诉，由此才导致员工诉讼工

时损失，故其要求被告支付相应损失的诉

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另外，被告在已经向前物业公司交纳

2015 年度全年物业费的前提下，得知物

业公司已经更换，即再次向原告交纳

2015 年下半年物业费，虽然在时间上略

有迟延，但主观上并非恶意拖欠，故原告

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请无

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亦不予支持。

其实，联昌物业公司不仅针对物业费

问题两次起诉陈老伯，今年6月初还针对

停车费问题再一次起诉他，该案最终经调

解结案。针对这种“一言不合就起诉”业

主的情况，本案主审法官朱敏指出，物业

公司的尽职服务与每一个业主的积极配

合，是构成和谐小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事实上，原、被告之间的物业费、停

车费等纠纷完全可以通过沟通、协商等方

式更好地处理，原告反复提起相同的或类

似的诉讼请求，不仅有可能造成有限司法

资源的浪费，还造成了当事人的诉累，其

诉权行使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有待商榷。

10月16日，上海浦东新区孙新根艺
文化艺术馆在新场海泉街95弄1号正式
开馆。孙新，2004年获中国雕刻艺术大师
称号。1988年其作品《神雕》获第二届中
国根艺优秀作品展“刘开渠”根艺奖、银牌
奖。1990年作品《荷花》获第三届中国根
艺优秀作品展，“刘开渠”根艺奖、银牌奖；
1993年入中国根艺家辞典，同年在上海豫
园、上海自然博物馆举办孙新根艺展。

从2011年起，孙新根艺作品就多次在
新场展出。2016年8月8日，新区民政局
批准成立上海浦东新区孙新根艺文化艺术
馆，让孙新根艺正式落户古镇新场。孙新
根艺馆将免费对外开放。

□本报记者 张琪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日前，塘桥街道东方居民区 2016
“爱心大集市”公益先锋行活动举行。

由社区在职党员、离退休党员、亲子家

庭、社区共建单位等各方力量共同搭

起的30个义卖摊位和18个为民服务摊

位，将小区大草坪变成了爱心集聚

地。据统计，各摊位义卖捐款款项达

3755元，这些善款将用于社区“助老”、

“助困”、“助学”等定向资助项目。

仁济医院、儿童医学中心、安养长

者公会等单位的医生、护士为居民提供

了义诊、咨询服务，武警九支队的战士

为居民提供了理发服务，上海师范大学

商学院的大学生们为居民提供了金融

理财咨询等服务。提供专业服务的同

时，他们也将来自集体的爱心带到了活

动现场。据介绍，儿童医学中心的医护

人员为此次爱心集市募集了大量闲置

义卖物品，有书籍、玩具、小家电等。记

者注意到，有些健康护理产品还是全新

的。白衣志愿者表示，参与社区活动，

奉献爱心，医护人员义不容辞。

家住东方居民区的罗睿睿小朋友

今年上三年级，去年就参加过爱心大集

市，这次由于时间原因，她将爱心任务

交给了外婆接力完成。“我拿出了自己

喜欢的毛绒玩具，爸爸妈妈和外婆捐了

文具和装饰品，我把野餐垫交给了外

婆，我的义卖摊位就靠她吆喝啦”。

共建单位爱绿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身穿节日盛装，将爱心大集市装点得格

外温馨。幼儿园统一发布公益集市信

息，孩子和家长积极参与，老师还带领

小朋友提前准备了集市海报，充满童趣

的各色海报成功吸引了社区居民的目

光，居民们纷纷慷慨解囊，爱绿幼儿园

因此成为此次义卖最大的“赢家”。

东方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郑道荣介

绍，此次爱心大集市发挥了“东方公益

联盟”的作用，同时也发挥了区域化党

建联建共建的作用，得到了塘桥街道

南城居民区党总支、龙园居民区党总

支以及辖区内外多个共建单位热心支

持，是一次成功的区域公益大联动。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日前，2016 年“海港杯”首届中老年

达人秀决赛在周浦镇文化服务中心落

幕，比赛吸引了浦东浦西的 16支决赛团

队参与角逐，展现了沪上中老年人艺术

达人的魅力。

本次达人秀比赛是首次以政府牵

头、公益为先、企业参与的模式开展，由

上海福寿人本公益服务社、周浦镇社区

建设和管理办公室、周浦镇文化服务中

心共同主办，福寿园海港陵园承办，并得

到了浦东新区老年协会、浦东新区南汇

老年大学、周浦镇社团联席会、安养长者

公会等单位的协助与支持。

为了保证评选的公平公正，达人秀

比赛采用了综合评分制，5名专业评委及

20名大众评委共同为选手评分。国家一

级作曲家奚耿虎，上海傅雷文化研究中

心主任王树华，上海音乐家协会理事、民

族管弦乐专业委员会会长闵雪生，中国

艺术家协会上海舞蹈研究会秘书长、上

海排舞协会执行会长朱海燕，中国舞蹈

家协会会员、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

心文化辅导部主任仪庚担任专业评委。

比赛采用攻擂的形式，参赛选手以实力

争夺擂主手牌。

经过四轮擂台 PK，最终闸北区老

年艺术合唱团凭借一曲《龙的传人》成

功夺得超级达人称号。领队李惟海表

示，参加老年艺术合唱团十几年，从没

离开过一天，团员们珍惜这支队伍，认

真练唱，在政府搭建的平台上展示真我

风采。

据介绍，比赛自 9月 9日报名启动以

来，共有来自本市的870名选手、185个节

目报名，通过五轮海选，一轮微信网络评

选，初胜者成功晋级决赛赛场。精彩的

决赛为上海中老年艺术爱好者献上了一

台艺术盛宴。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10 月 15 日，宣桥镇团委与浦东新区

“美丽花草间”青年中心举办了“园艺体验

日·团青公益日”活动，吸引社会青年 200
余人参与，青年中心内洋溢着清新园艺、

爱心公益的青春热量。

公益日活动是为了进一步汇聚青年，让

更多的青年遇见“共青团”，进一步深化青年

中心的阵地建设，培育热爱生活、奉献社会

的青年文化，打造广纳青年接地气的活动平

台。整场活动从上午9点持续到下午5点。

青年们在青年中心品茗赏花、手作种植、交

流互动，体验传统剪纸文化，并为宣桥镇儿

童寄养服务站的孩子们献上一份爱心。

据介绍，宣桥镇团委于2016年青年节

成立了浦东新区“美丽花草间”青年中

心。在团区委、镇团委的指导支持下，5个

多月以来青年中心承办、协办了爱心公益

活动、亲子时光活动、第六届浦东新区青

年健康节、社区系列培训讲座等 15余场，

面向社会吸引了 500余人次的青年参与，

为团组织联系到了更多的青年。

周浦镇瓦屑居委调动“群众智慧”解决停车难

化解社会纠纷的“钥匙”是居民自治

孙新根艺
落户新场古镇

市民举办
个人盆景展

宣桥团员青年
开展公益日活动

展现沪上艺术达人魅力

“海港杯”中老年达人秀落幕

为多要630元物业费
物业公司起诉65岁老伯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请

区域公益实现大联动

东方居委爱心集市收获多

根艺爱好者观看孙新根艺文化艺术馆内的展品。

市民观看盆景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