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上 6点，周浦镇汇腾居民区内的憩

园广场上，几十名大叔大妈伴着轻柔的音

乐，悠闲起舞。很难想象，数月前，这里还

曾是广场舞噪音扰民的重灾区。

这多亏了周东派出所社区民警徐明

敏。自从兼任汇腾居民区党支部副书记

后，他费尽心思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浦东，像徐明敏这样“身兼两职”的

社区民警并不少。

浦东公安分局治安支队基层指导科副

科长徐春梅介绍，2013 年起，浦东公安分

局陆续在社区中试行社区民警兼任“社区

副书记”或“综治工作站副站长”的机制，并

于2017年5月在新区全面铺开。

截至目前，已有1231名浦东社区民警

当起了副书记。“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机

制，让社区民警发挥更多主人翁的精神，破

解社区治理中的难点和痛点。”徐春梅说。

百姓身边的“邻家阿弟”

社区民警当居民区书记，
多了一重身份，也多了一条听
取民意的途径。

憩园广场上有一个噪音分贝采集器，

屏幕上显示的是广场实时的声音分贝值。

“现在的声音相比过去绝对是轻了。”居民

张根友告诉记者。

几个月前，这个 500 多平米的广场上

经常会聚集 300多名广场舞爱好者，每天

从早到晚，除了午休时间，一直响着不同类

别的舞蹈音乐。即使家中门窗紧闭，附近

的居民也能在室内测出超过 80分贝的音

量，苦不堪言。

去年3月兼任汇腾居民区党支部副书

记后，徐明敏排摸居民最关心的热点问题，

当时就发现憩园广场噪音扰民已经成为居

民最头痛、最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之一。

“这个广场噪音扰民的警情一晚上就

能达到20多起。最多的时候，一个值班组

一个月为此出警的公里数要达到差不多

2000公里，警力被大量牵制。”徐明敏说。

而当身份中多了一个居民区副书记，

对徐明敏来说，噪音扰民便不再只是一起

警情，而是关乎社区和谐、需要妥当解决的

居民娱乐需求与居民休息诉求之间的矛

盾。

对此，徐明敏颇有压力。“不过，我既然

成了居民区副书记，就一定要解决这个老

大难问题。”

花了不少时间走访后，他首先摸清了

广场上跳不同健身舞的18个小团队，并由

此制定了一个“四步走”整治方案。

首先，徐明敏给各个团队划分了不同

的活动区域，并要求他们播放音乐的音量

不触碰广场 70 分贝、居民楼内 55 分贝的

“红线”，并只能在限定时间开展活动。其

次，他设置了红黄牌机制。“就像足球比赛

一样，第一次发现声音超标，我会对播放音

乐的人予以黄牌警告。如果再有下一次，

就会让他‘红牌离场’。”徐明敏说。

有了时间限制、音量限制、红黄牌机

制，还要有“第三方监督”。于是，徐明敏牵

头组建了一支志愿者巡逻队，每位队员手

机上都安装了分贝测试仪APP，实地检测

广场上的音量。

最后一招，就是协商多个部门，在广场

上立起了监督器和警示牌。经过多个部门

的商榷，广场上安装了周浦镇唯一一个噪

音分贝采集器。徐明敏说：“如果屏幕上的

分贝值超过 70，就会变成醒目的红色，提

醒广场舞团队要把声音降下来。”

就这样，困扰了居民多时的广场舞噪

音扰民问题，在徐明敏的“四步走”整治方

案下，有效得到解决。2017年夏季，该区域

7月到9月间投诉“广场舞噪音扰民”的110
警情仅27起，全年此类警情数下降90%。

浦东公安分局治安支队基层指导科副

科长徐春梅告诉记者，让社区民警兼任居

民区副书记，是希望他们能进一步“下沉”

基层，摸清社区脉络，了解居民最需要、最

迫切的到底是什么。

换句话说，社区民警当了居民区书记，

多了这么一重身份，就多了一条听民意的

途径。

航头派出所社区民警胡威杰当了长达

居民区副书记后，在与辖区内航头长达幼

儿园教师、家长聊天中，发现了一处安全隐

患——幼儿园上下学和小区居民出行早晚

高峰叠加，混乱的交通让家长与居民胆战

心惊。

为了居民出行安全，必须把无序变有

序。为此，胡威杰与幼儿园园方沟通，采取

不同年级错时 5分钟上学放学的措施，同

时协调小区物业为家长开放临时停车库，

缓解车辆拥堵的情况。

效果很快显现。居民张桂英说：“自从

错时上下学的措施实施后，感觉接送孩子

安全多了。”不仅如此，胡威杰一有时间就

会到幼儿园门口维持秩序。孩子们见到这

位身穿警服的叔叔，都会主动打招呼，叫一

声“警察叔叔好。”小区里的不少居民，也亲

切地称他是“邻家阿弟”。

胡威杰告诉记者，接下来，他还计划逐

步完成小区监控探头的全覆盖，从而保证

小区居民的安全生活。

用特长解难题

穿着制服的副书记，多了
一种身份，也多了运用自身特
长为民解忧的机会。

唐镇虹三村警务室的墙上挂着5张示

意图，用不同的标识标明了村里每幢楼房、

店铺、监控摄像头、河道等位置。不同情况

的楼房，还以颜色进行了区分。“蓝色房屋

是村民自住，绿色是村民与租客混住，而红

色房屋则是重点关注对象，是合租房。”王

港派出所社区民警兼虹三暮二联合党支部

副书记顾文清说。这些地图也是他通过多

次实地查勘，一步步“走”出来的。

虹三村外来人口多、厂房多、出租房

多，偷盗类案件高发。“降低发案率，才能保

障村里百姓安居。”顾文清说。作为村党支

部副书记，自然要设法解决这一难题。于

是，他与村委干部沟通协商，推出了封闭式

管理。

“农村地区与现代化小区不同，村外围

没有围墙，小偷可以很方便地出入。”顾文

清说，“因此，我设想将整个村围起来，进行

封闭式管理。”

所谓的封闭式管理，首先是用围墙将

整个村围起来，同时在村口主干道道口设

置保安监控室，安排人员值守，并在村内主

要道路及围墙周边安装一批高清探头并连

接到监控室。

“过去村里经常发生偷盗案件，村民们

有时候怀疑邻居作案。”村民顾翠妹告诉记

者，有了围墙和监控后，村里安全多了，基

本不怎么听到有人家被偷的消息了，“摄像

头的威慑力实在不小。”

根据警方数据，截至 2017年 11月，虹

三村偷盗类警情发案数同比 2016 年下降

了62%。

除此之外，顾文清还凭借自身计算机专

业的特长，利用“互联网+”的工作模式，设计

了一个社区协管员的电子台账系统，试图借

此推行实有人口采集的模块化管理。

打开电子台账系统，出现的是整个村

的地图，点击地图上的房屋，就能显示房

主、房间、居住人员等信息，还具有历史查

询功能。该系统会根据房屋的不同属性，

自动定期提醒实有人口采集队员及时更新

房屋信息，通常情况下合租房 3个月提醒

一次，普通出租房6个月提醒一次。

“我还可以通过该系统对人口采集队

员的工作量、完成量进行查看、查询，从远

程实现队伍的高效管理。”顾文清说。

这个系统目前已经进入最后调试阶

段，不久后将正式开始试运行。“目前，该

系统为 1.0 版本，之后我们还会逐步进行

功能升级、更新，今年有望实现系统的互

联网功能，使各个村居委的信息互通并

由管理民警远程管理。”顾文清说，“不仅

如此，我还希望可以研发出能够连接智

能手机的 APP，做到移动与桌面数据共

享。”

类似案例不在少数。这些穿着制服的

副书记，多了一种身份，也多了运用自身特

长为民解忧的机会。

梅园新村派出所社区民警郑红梅的辖

区内有多个高档小区，其中 60％以上住户

为外籍人士。因此，能熟练运用英语与外

籍居民交流，尤为重要。

但这难不倒郑红梅。她利用自己的英

语特长，编写了英文版的各类宣传告示张

贴在小区内，并在小区出入口处LED显示

屏上滚动播放。此外，她还建立了“洋太太

微信群”，便于与外籍居民传达消息，了解

民意。

郑红梅还组建了一支外籍居民志愿者

队伍。如今，经常可以看见身穿红马甲，手

戴臂章的外籍居民在社区内走动，参与各

项志愿活动。

社区里的都是分内事

多了居民区副书记这一
重身份后，面对居民时有了更
多的责任和义务。

社区民警“身兼两职”后，更贴近百姓，

更了解民情，为社区治理再添力量。“除此

之外，有了这个身份，他们在参与社区治理

中，也更有话语权，更有责任心。”徐春梅告

诉记者。

花木派出所东城牡丹社区警长李邱枫

说，自从成为了居民区党总支副书记后，做

起事来更加师出有名，说起话来也更有底

气。

锦绣华庭小区周边有不少门面房，中

介公司、零售店、美容美发院等都聚集在这

里。一次巡视中，李邱枫看到有个灯箱随

意摆放在了某店铺前，存在着安全隐患。

于是，李邱枫与店铺工作人员交涉，让他把

灯箱放进室内。

可工作人员不听劝告，还说：“这是城

管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李邱枫顿时哑

口无言。“那时我还没有兼任副书记的职

务，只是一名警察，这的确属于城管管辖范

围。”李邱枫只得联系城管部门，该问题才

得以解决。

“不过现在当了居民区副书记，类似的

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了。”李邱枫说。

就拿小区里常见的停车问题来说，居

民之间时常因为停车挡路而发生口角。在

过去，李邱枫闻讯赶去调解，有时会被居民

顶一句：“你一个警察来管什么闲事。”如

今，他可以大大方方地告诉居民：“我是这

里的副书记。”

“我有了更名正言顺的身份参与到社区

工作中，并从居委的角度出发，告诉居民：大

家都是一家人，小区更要和谐稳定。”李邱枫

说，“同时，我也会从警察的角度出发，劝导

他们，再争吵下去，双方情绪难以控制，可能

会引发后续的治安，甚至刑事问题。”

李邱枫说，多了居民区副书记这一重

身份后，面对居民时有了更多的责任和义

务。这也是不少兼职副书记的社区民警的

共同感受，但他们乐于接受。

张江镇古桐路曾是发廊、棋牌室一条

街，治安差，执法部门多次整治，但效果不

佳。“我们经常接到群众投诉、报警，每次上

门整治后，他们会停业一段时间，但没多久

又会卷土重来。”张江派出所社区民警何心

诚告诉记者。

为此，何心诚一直在考虑如何彻底根

治这个顽疾。没想到，在兼任古铜居民区

党总支副书记后，这些问题随之迎刃而解。

去年 3月，古铜居委成立了环境综合

治理小组，何心诚作为居民区副书记担任

了小组副组长。在第一批拆违规划中，这

排门面房并没有被纳入其中。但他认为，

如果这里不拆除，那些发廊、棋牌室等仍无

法根除，“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于是，何心诚利用居委副书记的身份，

与居委干部进行协商，在达成一致意见后，

将这个门面房列入了拆除范围。之后，他

向张江镇政府报备、与物业公司进行沟通，

没过多久，这个困扰了居民们十多年的顽

疾终于被根治了。

“政府给了我们这个身份，让我们更顺

利地在社区中开展工作。”何心诚说，“对我

来说，这种身份的改变，不仅有了更多话语

权，更关键的是让我能够设身处地为居民

着想，为他们提供服务。”

徐春梅告诉记者，社区民警兼任“社区

副书记”或“综治站副站长”后，更多非警务

工作成了他们的分内之事。因为，他们已

经成为了居民区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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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来了穿警服的副书记
■见习记者 沈馨艺

社区民警当起了居民区副书记，主人翁的意识变得更加强烈，同时也有了更
多的话语权，有利于破解社区治理中的难点和痛点。

顾文清（中）为上门咨询的居民解答

疑惑。

经过整治，憩园广场上的噪音得到了

很好的控制。

幼儿园放学时，胡威杰（左二）在门口

指挥，分批次安排家长接小孩，有效

地防止了交通阻塞。

□本版摄影 见习记者 黄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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