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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即日起，洋

泾居民可以在“家门口”服务站找到心

理咨询服务了。洋泾街道残联引进具

备心理治疗资质的专业机构——曼陀

罗儿童发展中心，在各个居民区“家门

口”服务站内成立了心灵驿站，帮助居

民维护心理健康。

“心灵驿站的成立能够帮助心理疾

病患者正确面对自我、家庭、社会和生

活，鼓起勇气走出家门，塑造积极向上

的阳光心态。”街道相关负责人称。同

时，心灵驿站建设在“家门口”服务站

内，也方便心理健康服务走进居民家

中、走入患者心门，实现心理健康服务

全社区覆盖。

据悉，心灵驿站将为社区内心理疾

病患者提供一个服务的空间，由专业的

心理咨询师为其提供心理健康疏导，帮

助他们化解内心问题。针对一些具有

不愿走出家门的居民，驿站也将以心理

咨询师为首，召集居委干部和社区志愿

者组建“心灵守护者”团队，开展家庭走

访，为居民个人心理健康和家庭照料提

供指导意见和支持服务。

心灵驿站以互助会的形式建立一

个患者群体的沟通平台，通过向患者开

展绘画、舞动、叙事、沙盘等活动，来表

达他们内心的思绪和感受。这能促进

患者提高自我认识，逐渐帮助其融入到

社会生活中。

此外，心灵驿站将结合社区璀璨生

命俱乐部等现有资源，通过户外拓展、

舞台剧表演等形式，让患者在活动中增

强自我管理意识和社会角色认知，并为

就业困难的患者提供社会技能培训和

岗位实践的机会。

本报讯（记者 徐玲 通讯员 韩大

方）尽管已进入冬季，但川沙新镇环境综

合整治依然紧抓不放。截至近日，川沙

新镇今年共整治违法建筑221.65万平方

米，完成新区年初下达计划的 147.77%，

完成新区调整下达计划的 110.82%，是

前两年总和的118%，其中在迪士尼周边

共拔点整治 220个点位，整治违法建筑

26.20万平方米。

川沙新镇环境综合整治以市级重点

项目浦东运河两侧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

目为抓手。浦东运河两侧 1.6平方公里

内有历史上有名的十一墩长街，外来人

口高度集中，乱搭乱建、乱拉电线、污水

直排河道。太平桥二手货市场、水果批

发市场、天圣贸易公司等工厂企业星罗

棋布，环境容量严重超标。川沙新镇在

上半年的整治中，共完成111个点位，完

成计划任务的 108.82%，通过了上海市

城市管理推进领导小组的验收。在此基

础上，下半年又组织力量对华夏社区的

永安、王桥、药师这 3 个地块进行了整

治。

川展路与迪士尼东大门近在咫尺。

去年，川沙新镇组织开展迪士尼周边

17.7平方公里环境综合整治。今年，川

沙新镇主动将川展路东段（南六公路—

华东路）列为重点，整治废品回收、非改

居（企业厂房改为群租房）、违法经营店

铺、违法排污等“五违”点位127个，同时

将附近的绣川路、川黄路等一并列入重

点区域整治。“三路”重点区域整治共拔

点整治 220个点位，整治违法建筑 26.20
万平方米。

据悉，川沙新镇环境综合整治已覆

盖到全镇88个村居。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带上面具、

舞动身体……近日下午，150名男女青年

齐聚南京东路上的恒基名人购物中心，

通过一场假面舞会交友联谊。本次活动

由陆家嘴街道总工会、南京东路街道总

工会、豫园街道总工会共同举办，参与活

动的青年也来自浦江两岸。

承办此次活动的梅园婚恋交友中心

高级婚恋顾问楼琼莉透露，最终邀请了

150 名青年参与，其中包括 70 名男性与

80名女性。参与者中，有 40余人来自陆

家嘴，主要都是在金融城任职的白领员

工。陆家嘴街道总工会专职副主席陈依

岚表示，通过微信公众号宣传后，活动消

息在白领间得到广泛传播。

这场活动突出“舞会”主题，让大家

沉浸在两个多小时的热烈舞步中。从热

场的兔子舞，到分组向舞蹈达人学习舞

蹈，再到各个小组之间"PK"舞技，男女青

年之间的关系逐渐热络起来，而最终摘

下假面后的“速配牵手”环节更是气氛热

烈。

“这是我们浦江两岸三个街道的总

工会首次联手举办青年交友活动。”豫园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总工会主席叶兰芳

说。“现代社会‘压力山大’的工作挤走了

年轻人的休闲、交友时光，我们希望利用

周末时间给予大家充分沟通的平台，希

望参加的男女青年能够放下矜持、展现

才华。”

■本报记者 章磊 通讯员 韩大方 谷浩

动迁后重建的合庆镇庆利苑小区于上

月初开始了回搬入住。新小区装修期间最

容易出现的乱搭乱建、毁绿占绿等现象得

到了有效遏制。背后的功臣之一当属合庆

城管执法中队开展的“城管进社区”工作。

这项工作，让城管执法队员与社区居

民近距离接触，将管理服务职能延伸至城

市的神经末梢，让社区的综合服务功能更

加全面。有居民说：“城管进社区，服务到

基层，吾伲举双手欢迎。”

“不放过一个违法违规者”

11月1日，庆利苑小区居民开始了回搬

入住。新小区装修阶段，乱搭乱建、毁绿占

绿、乱涂写、乱张贴、乱刻画等问题最易出现。

为了防范这些问题，合庆城管执法中

队想到了借助“城管进社区”项目。城管队

员来到小区，挨家挨户发放《告知书》和《承

诺书》，并向准备装修新房的业主耐心解答

他们提出的问题和疑虑。

年逾 6旬的龙老伯视力不佳，执法队

员当场将《告知书》的内容读给他听。“第

一，禁止擅自改建、损坏房屋承重结构；第

二，不得破坏房屋外貌……”听完后，龙老

伯问道：“假如这小区有违法搭建、改建，你

们有什么办法制止？”

“我们承诺：依法行政，秉公执法，绝不

放过一个违法违规者。”城管队员的答复，

让龙老伯在《承诺书》上签下了名字。在榜

样带头下，不少居民先后签署了《承诺书》。

合庆城管执法中队中队长许建新说，

城管队员进入社区做宣传有助于提升居民

对小区环境的爱护，保持这个新建小区的

“洁齐美”。

被动管理变为主动服务

“城管进社区”执行“721”工作法，即

70%的问题用服务手段解决，20%的问题用

管理手段解决，10%的问题用执法手段解

决。合庆城管执法中队通过这一工作法，

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以柔性劝导方式

赢得市民的认可和接纳。

在“城管进社区”活动中，合庆中队落

实专人作为结对小区的联系人，与居委一

起设置宣传栏，举办宣传活动，普及《上海

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房屋租

赁条例》等法律知识，并倾听市民的呼声。

小杨是城管中队派驻庆东居委的联系

人。11月初，他在巡查海湾新城小区时发

现有一居民楼前的草坪被沥青硬化，便当

场联系庆东居委进行调查。原来，业主钱

某身患疾病，为方便自己停车，找人将该草

坪做成了停车位。

小杨联系钱某，后者辩称家门口种植

的黄杨树对自己康复不吉利，并拒绝拆除

停车位。多次电话沟通无果，小杨在工余

时间登门拜访，关切了他的病情后，婉转让

其放弃“风水”，同时告知毁绿占绿是违反

法律规定的行为。“再说，沥青有毒，离你家

这么近，对你养病康复很不利，而且还会连

累周边居民，影响邻里关系。”设身处地的

规劝，让钱某终于想通了，最终同意拆除沥

青“停车位”，并补种绿化。

城管触角延伸至社区角落

日前，合庆城管中队接到益华居委的

电话，有一对老夫妻隔断住房的房间，打算

群租。城管队员立即赶到现场察看，并联

系房管部门进行认定，告知老人群租是违

法行为，要求其拆除电表，取消群租。

然而，当城管队员再次上门复查时，发现

已有一名租客住入经阳台封闭改装的房间。

城管中队与居委、房办、物业召开整治协调

会，根据相关法规市“五违四必”要求，责令老

人马上整改，停止群租；同时告知房客主动终

止租赁合同，避免承担更大经济损失。

之后几天，城管队员多次到老人家中

宣传法律法规，告知其群租的危害性，终于

使老人放弃幻想，按要求清退了房客。

“城管进社区”发挥了城管主动性，使

城管服务的触角有效延伸至社区角落，解

决问题更有效了。许建新表示，合庆城管

中队将继续深化“城管进社区”活动，深入

一线服务群众，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实现与

社区互动互助、共建共赢的局面。

■记者 赵天予

丈夫患脑溢血导致半身瘫痪、儿子身

患血友病十多年，一个女人在这样的困境

中，依然笑对人生。在南汇新城镇的宜浩

佳园居民区，外来媳妇季永翠用爱和责任

撑起一个家，被大家传为美谈。

初见季永翠，很难想象半头白发的

她，今年只有 45岁。1992年，她从安徽来

沪打工，两年后认识了公交车驾驶员许

东，与其结为夫妻，两人爱情的结晶也于

1995年诞生了。

“刚刚出生的时候要打预防针，每次

打完屁股就会肿起来，好不容易才会消

掉；长大点了用学步车学走路，磕磕碰碰

的话，一下就是一块乌青。”

儿子 3岁那年，季永翠带着他到安徽

老家生活了一段时间。“一次他走路不小心

摔破了头，撞开一个大口子，但是不出血，

过了几天也不结疤，半个月后回到上海，伤

口突然大出血，我们赶忙带他到瑞金医院

去看，说是患有血友病。”季永翠称。

眼泪止不住的流，将来的路也不知道

怎么走，但是夫妻俩怀着“养下来就要负

责”的念头，决定坚持将儿子抚养下去。

儿子的病情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

会发生危险，季永翠为了照顾好儿子，没

办法做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只能去做钟

点工补贴家用，一家人的生活基本靠丈夫

许东的工资维持。

就这样，年复一年，在夫妻俩无微不

至的照顾与关爱下，儿子顺利考上了大

学。本想着生活在一步步向好的方向发

展，不幸却又一次降临到这个家庭。

2012年7月22日，季永翠至今还清晰

记得。“那天天很热，一早 9点丈夫出门办

事，本来一会儿就能回来，但直到中午也

不见人影，打电话也不接。下午1点多，突

然接到警方电话，说他突发脑溢血。”季永

翠说，当时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率很低，还

有可能变成植物人，但或许是上天的怜

悯，术后丈夫恢复了意识，康复得也不错。

“人是靠毅力坚持下来的。”面对瘫痪

在床的丈夫与随时会发病的儿子，季永翠

用毅力撑到了今天。她在一如既往照顾

好儿子的同时，又照顾失去自理能力的丈

夫，并坚持帮助他进行恢复训练。“为了防

止他生褥疮要经常给他翻身，一天要给他

擦好几遍身，以保持清洁。”

许东大小便都无法自理，100多斤重

的身子，季永翠硬是咬牙抱起来，帮着他

大小便；一个多月后，季永翠开始每天帮

他拉伸腿脚，保持肌肉的活力。在苦难

中，精神不能垮了，两人唱着歌，渡过了一

个又一个难关，许东也逐渐能自己拄着拐

杖走路了。

没想到，去年夏天许东在出门散步

时，不小心摔倒在地。“盆骨骨折”这一消

息，让之前的康复成了“无用功”，但是季

永翠却依然没被现实击倒。“当时医生说，

他这情况动了手术也不一定能走路，劝我

们实施保守治疗。”季永翠称，最后她采纳

了医生的意见，埋下头，一门心思帮助丈

夫康复，一年快过去了，许东也又一次能

够拄着拐杖，蹒跚地走路了。

季永翠也曾陷入过迷茫，但她最终以

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季永翠说：“我

结交了很多新朋友，他们常常帮助我。”

现在，季永翠每天6点起床，为丈夫与

儿子准备早餐与药物，白天则做做家务或

是做一些丝网花，用来送给帮助过她的

人。“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别人的，只能做

手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

用服务化解小区治理“顽疾”

合庆“城管进社区”效果明显

心理服务来到
洋泾“家门口”

浦江两岸青年“假面”交友

提升迪士尼周边环境

川沙整治违建
两百余万平方米

面对生活磨难她依然笑对人生
——临港外来媳妇季永翠的故事

青年男女翩翩起舞。 □左英卿 摄

季永翠一家虽然多磨难，但依然笑

对生活。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