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guohao@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郭皓 美编/黄辰毅 2016.12.9

PUDONG 浦东

6

2016 年 11 月初，消费者陆女士在

某商场买好服装出门时，迎面撞上商场

出口擦得锃亮的玻璃门，头部流血了。

“玻璃门擦得这么干净，又没有标识，稍

不留意就会撞上去。”陆女士捂着头忍

着疼痛抱怨。事后商场工作人员陪陆

女士到医院进行了伤口处理，医药费花

了1000多元，是陆女士自己垫付的。

“我们玻璃门虽然没有贴醒目标

识，但正常进出肯定能看到门的，陆女

士走得太急，所以没看清门。”对事故的

原因，商场经理并不认可。双方就事故

责任和赔偿问题难以达成有效和解。

陆女士便投诉至浦东新区消保委。

接到投诉后，针对陆女士在医院

开具的治疗收费单和陆女士当前的身

体状况进行调解，消保委建议商场先

带陆女士到医院进行相关检查，再确

定赔偿问题。双方到医院做了进一步

的检查，检查费 350元，医生的诊断为

轻微脑震荡。

依据调查情况和评估结果，消保委

认为陆女士撞到玻璃门上，导致头部受

伤，主要原因是商场玻璃门上没有警示

标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

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宾馆、商场、餐馆、银

行、机场、车站、港口、影剧院等经营场所

的经营者，应当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商场在透明玻璃门上未设置警示

标识导致消费者受伤，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理应承担赔偿责任。经过多次调

解，商场最终赔偿陆女士医药费、检查费、

营养费及误工费等费用约3500元。

近年来，由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引

发的消费纠纷越来越多。《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的第十八条第二款是“消法”在

2013年进行修订时新增加的内容，特别

强调了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要求经

营者必须采取一定的行为来维护消费

者的人身或财产免受侵害。因此，商家

提供的服务和服务场所应符合保障人

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商家应当通过张

贴醒目的警示标识、合理布置经营场所

内的设施设备等措施来保障消费者的

人身、财产安全；而消费者也应加强自

我防范意识，如小心慢行、谨慎保管自

己随身携带的财物等。

对此，浦东新区消保委提醒消费

者，在消费过程中，如果认为商家未尽

安全保障义务导致自己人身、财产遭

受损失的，应第一时间与商家说明情

况，并注意保留能够证明商家存在过

错的有效证据，积极运用法律的武器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商场玻璃存隐患 商家提示不可少

■本报记者 陈烁 浦东报道

12月6日，一场名为“读首诗，唤醒内心

之城”的读书会在唐镇残疾人综合服务中

心举办，借着这场读书会的举办，唐镇残障

人士文化艺术培训基地也揭牌成立。

唐镇文广服务中心主任刘勤俭介绍，

成立唐镇残障人士文化艺术培训基地，是

在艺术进社区的大背景下，为了让残障人

士也能得到艺术的普及，为他们提供文化

艺术交流学习平台，同时也方便为这一人

群组织一些特色互动活动。

“心灯书会”是唐镇残疾人综合服务

中心经常举办的读书活动，培训基地成立

后，这一活动将成为艺术培训活动的一个

常规项目。

此次“读首诗，唤醒内心之城”读书

会，得到了唐镇文广服务中心、唐镇社区

办、大众书局等单位和部门捐赠的书籍

600余本，80多名喜爱读书的残障人士齐

聚一堂，聆听了读书爱好者和唐镇小学志

愿者老师的中英文诗歌诵读。

据了解，除读书会外，培训基地将有

计划地组织一些艺术类培训，比如请艺术

家带来作品展览展示，组织残障人士共同

讲评本土的一些作家作品等。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日前，家住浦兴路街道东二居民区的

陈阿姨听到自家厨房水斗里嗡嗡作响，没

多久，只听到呼噜噜的一声，下水道安静

了。窗外不远处，一辆高压管道清洗车正

在作业，陈阿姨了解到，这是居民区正在

疏通下水道，一直以来排水不畅的问题终

于得到了解决。

记者了解到，东二居民区是上世纪九

十年代建设的老旧小区，基础配套设施

差。每年的黄梅季节，遇到台风大雨，雨

水一多，下水管道就会堵塞，出现污水外

溢情况，严重影响居民生活。严冬到来，

下水管道更因出现霜冻而时常造成污水

排不出去的现象。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沈

美玲告诉记者，小区物业公司几乎三四天

就要出动一次，用十多米长的大铁条伸进

下水道人工疏通，在一些重点区域，人工

疏通也只是暂时的，没过多久，下水道又

会再次淤堵，老百姓对此意见很大。

这次下水道全面疏通，居民区请来的

是共建单位——上海浦林城建工程有限

公司。浦林城建抽调了 1辆专业高压管

道清洗车和 5名管道工，为小区内的 477
个窨井，共计 5800米的污水管道免费进

行彻底清淤，疏通管道内陈年污泥，保证

污水管道畅通。在施工过程中，吸引了不

少小区居民驻足观看，大家拍手称好，感

谢共建单位解决了小区老大难问题。

记者了解到，浦林城建与东二居民区

共建已有一年多，双方齐心共创园林街

道。除了上门帮助清理下水道，浦林城建

还根据居民需求，在今年9月份为小区补

种了100多平方米的草坪，使小区绿化带

旧貌换新颜。目前，双方正在进行小区小

花园的绿化改造协商工作。作为自治团

队，小区爱绿护绿志愿者服务队通过收集

居民意见，对小花园提出了设计主题，例

如儿童玩耍区域，希望草皮结实一点；健

身步道两侧，希望能够种植观赏性的花草

树木，提升视觉效果。这些设想将在明年

陆续改造成真。

通过发动居民、共建单位等力量实现

自治共治，是推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有

效途径，东二居民区目前团结了 20多家

周边共建单位，正与社区居民一起，共同

治理和谐家园。

■本报记者 章磊 浦东报道

从 2013年开始，每年的 1月 11日，对

曹路镇群乐村的村民们来说是一个特殊的

日子。在那一天，他们要参加村里慈善公

益服务站的募捐活动，帮助那些生活困难

的人。

该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 4年，累计收

到捐款 17万余元，帮助了 57人次。不过，

让活动发起者、群乐村党支部书记薛淑莲

更为欣喜的是，参加活动的人正越来越

多。“我们的目的，是要营造一个互帮互助、

传递爱心的氛围。”

借助慈善的力量

2016年尚未结束，薛淑莲和群乐村里

的干部们已经开始为 2017年的慈善捐助

公益活动做准备了。“明年是活动的第五

年，要隆重一点。”薛淑莲告诉记者。

群乐村位于川沙路以东，东川路以西，

有500来户人家。用薛淑莲的话来说，“村子

地处相对偏僻，虽然近年来经济有所发展，

但真正条件好的人家并不多。”村里还有一

些因为家中有人生大病而生活拮据的人家。

这样的家庭，是村里照顾的首要对象，

逢年过节都会去慰问。“是不是能有其他办

法，再去帮他们一把？”2013年，薛淑莲萌

生了这样一个念头：可不可以借助慈善的

力量？于是，她跟村里的党员干部们、村里

企业的负责人们进行了探讨，得到了一致

认同。就这样，群乐村的慈善公益服务站

成立了。

当时，已任村支部书记三年的薛淑莲

有个想法：“只要我当着这个村的书记，就

要把这项公益活动坚持下去。”

确保款项分配公平

2013年 1月 11日，群乐村慈善公益服

务站迎来了首次募捐活动。这场以“携手

慈善，情暖群乐”为主题的活动，当天便筹

得捐款两万余元。自那之后，慈善公益服

务站的募捐活动便确定了时间和主题。薛

淑莲说，这样做是为了让大家更方便记住

并参加这个活动。

捐款怎么用？一是帮助患大病村民解

决部分治病费用；二是对当年被高校录取

大专、本科的学生给予奖励和补助，鼓励他

们勤学成才，报效家乡；三是对困难家庭予

以一定帮困救助。如何确定具体受助人

员？薛淑莲告诉记者，村里采取的办法是

在村民代表会议上集体讨论，“确保每一分

钱都分配得公平公正。”

张霞华是 2016年获得大病捐助的两

名村民之一。领取捐助时，朴实的她激动

得热泪盈眶。受助学生小林的母亲，在领

到捐助金后，当即拿出一部分，捐入了爱心

箱内。

做常态化的公益

4年来，群乐村的“携手慈善、情暖群

乐”公益活动已收到捐款 172196元，帮助

了57人次。活动的受助群体也从原来的3
类变为了6类，增加了90岁以上老人等。

更令人欣喜的是，参加捐款的人在不

断增加。一开始，参与的主要是村里的党

员干部、村企业负责人，之后又逐渐增加了

参与区域化党建的杉达学院外语学院，以

及支部结对单位宣桥中心村党支部。

村里还为慈善公益服务站专门“配备”

了一个 5人小组。这个由村委成员、党员

代表和村民代表组成的小组，相当于一个

监督机构，为的就是让这项活动能更持久。

事实上，每年 1月 11日去捐款帮助更

加困难的人，已经成为群乐村村民一个自

发的习惯。薛淑莲的想法，也有了改变：

“即便以后不当书记了，我相信这项活动也

会一直持续下去的。”

■通讯员 王青春 记者 须双双

近日，历时一年的万祥镇老镇区雨污

水纳管项目即将完工。今后，万祥镇镇区

的生活污水将全部纳入污水管网，由污水

处理厂进行处理。生活污水不再直排河

道，将有效改善镇区的河道水质和水环

境，为居民打造一个水清岸绿的家园。

雨污水纳管项目于今年年初开工。

该项目北起临港大道、南靠规划中的

W10路、西临紫丁香花苑、东至万牧路万

祥学校一线，区域面积 89.4公顷，范围内

涉及到 1818户民宅、2个住宅小区、24家

企业和 15家公益单位。项目建成后，将

从源头上消除河道污染源，并为下阶段的

河道黑臭整治做好准备。

事实上，老镇区雨污水纳管项目是万

祥镇“7000万民生工程”中第一个项目。

今年年初，为解决河道黑臭、镇区路

面积水等问题，万祥镇党委政府经过反复

调研后，计划投入7000万元资金，推出数

个民生工程。其中，包括老镇区雨污水纳

管、一横两纵道路综合整治（三三公路、万

和路大中修、祥凯路）、振万路和万祥路路

面翻修、黑臭河道整治（菜市场北侧河道、

派出所南侧河塘、振万路南侧河塘、万茂

支港、镇政府东侧河塘）、新建长者照顾之

家、修丧事会所、新缮建公共厕所、改造社

会化停车场、统一制作主要道路沿线店招

店牌等。

今年9月，一横两纵道路综合整治项

目也已经启动，目前正在有序施工阶段。

据了解，其他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将在今年

年底至明年初陆续开工。

镇相关工作人员表示，随着这些民生

工程的推进，通过今明两年综合治理，万

祥镇将向建成设施完善、环境优美、交通

便捷、生活便利、管理有序的“活力小镇”，

以及培育城镇园林化、道路林荫化、农村

林果化的“生态万祥”更迈进一步。

曹路镇群乐村村民有一个特殊日子

去村慈善公益服务站献爱心常态化了

民生工程绘就“活力小镇”
万祥镇数个综合整治项目有序推进

浦兴路街道东二居民区自治共治

共建单位为小区“排堵添绿”

唐镇残障人士文艺培训基地揭牌

■徐网林 薛春会 摄影报道

日前，2016“陆家嘴金融城杯”诗歌大

赛获奖诗歌诵读会在上海中心大厦金领

驿站举行，来自上海市及长三角地区的诗

歌爱好者及领导、嘉宾等120余人参加。

本次活动由上海市文联艺术促进中

心、浦东图书馆、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文

化建设联合会主办，主题为庆祝红军长征

胜利 80周年。在活动现场，获奖作者分

别朗诵了《红色窑洞》《上海金融城高楼·
抒怀》和《抚摸党旗》等本次诗歌大赛的获

奖作品。著名表演艺术家梁波罗、赵静应

邀亲临现场并分别朗诵了大赛一等奖作

品《草鞋之咏》和二等奖作品《长征之忆

（组诗）-突破湘江》。

2016“陆家嘴金融城杯”诗歌大赛自

今年 3月征稿以来，共收到来自全国青少

年、白领等不同人群的 2000余篇作品，作

者以激扬的诗文，描绘陆家嘴、描绘和谐

家园、描绘美丽中国。经过初评、复评和

专家们的最终评审，李刚的《草鞋之咏》作

品荣获一等奖。

本次活动以诗歌形式唱响主旋律，弘

扬正能量，打造陆家嘴金融城文化战略高

地，实现“美丽、平安、智慧、人文、和谐”的

陆家嘴金融城建设目标。以诗歌文学的

繁荣发展来扩大和提升金融城的文化活

动平台，丰富金融城市民的文化活动样

式，促进了金融城的文化建设与发展。

长三角诗歌爱好者金融城激情诵读

获奖作者激情朗诵本次诗歌大赛的获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