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徐玲 通讯员 韩大

方）作为上海市市民热线和新区“五违”

整治办督办案件，川沙新镇万家美食城

环境综合整治正在逐步推进。该项目 52
家违建总量 3600多平方米，其中汉颐酒

店、网吧、布丁酒店等 3 家共 1603 平方

米，占总量的 43.69%。相关部门采取先

难后易、先大（体量大、影响大）后小的方

法进行拆违，目前，相关整治正在进行

中。

9月10日，拆违专业人员在万家美食

城昊天网吧 3楼屋顶上，进行破拆工作。

此前，为了搭排架、用氧气乙炔拆除墙内

外装饰、清除建筑垃圾，施工队已经忙了

整整 3天。昊天网吧是万家美食城拆除

违法建筑的第 4户，与此同时，布丁酒店

自拆紧紧跟上，成为第5户拆违对象。此

前，这里已拆除汉颐酒店等 3 家违建共

700多平方米。

万家美食城拆违难度前所未有。54
家业主中的 52家有违建，违法建筑都建

在两层楼以上，有的还加建两层，结构复

杂。拆除过程中，不能中断楼下的通道和

营业，原设计预留的框架不能损伤，不能

动用常规的剪刀机和镐头机。针对拆违

存在的场地、机械、运输等困难，新镇“无

五违”创建指挥部会同施工队伍想方设

法，因地制宜落实对策。拆违单位搭起排

架实施高空拆违，确保楼下商铺营业、走

道通行。拆违人员在大型机械用不上时，

就用风镐凿、洋镐挖，榔头敲，拆除墙面和

屋顶等……难啃的骨头在各方联动、奇招

频频中被“拿下”，收到了附近居民的肯

定。

本报讯（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者 章

磊）昨日，“遇见未来的自己——金杨社区

高中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暨职业生涯体

验”项目结营仪式在陆行中学举行。今年

暑假，陆行中学全体高二学生走进服务基

地进行岗位实践，参与大型主题活动，在

实践中得到成长，提前体验职业生涯，培

养社会责任感。

据了解，此次项目立足校园，面向社

会，以四大特色主题活动、四个服务基地

岗位实践为载体，共计 170天社会实践活

动，参与高中生 1001 人次，服务时长

36840小时。其中，“爱的系列”四大主题

活动包括爱心义卖、爱心手拉手、爱的传

承小记者及爱在军营，四个服务基地岗位

分别为爱心血站、雷锋驿站、陆家嘴图书

馆及金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金杨社区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张琛说，

此次项目中的活动及岗位都是根据高中

生特点进行设计与开发，希望学生们能发

挥潜能，展示才能，感受志愿精神。“主题

活动中，通过学生自行组织捐赠集资献爱

心、彩绘T恤送心意、采访退休教师及体

验军营生活，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用微笑与活力去感染并帮助他人，更

在奉献中感受爱的传承。”她说，“而在服

务基地中，学生们成为血站爱心使者、医

生小助手、图书管理员或雷锋驿站小站

长，借助真实的职业岗位，尝试融入社会，

体验工作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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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烁）因为缺少技防

设施，一些城郊农村地区成为窃贼眼中

“下手”的好地方。今年上半年，大团镇的

海潮村、园艺村连续发生多起盗窃案件。

对此，大团镇通过启动“雪亮工程”，在一

些存安全隐患的地段安装监控设备，保障

村民们的人身财产安全。

“我们老百姓一年到头赚一点辛苦

钱，却被这些惯偷一晚上就洗劫完了。”不

久前，大团镇有关部门走访农村时，遇到

村民“哭诉”。

原来，随着许多年轻人在中心城区

落户定居，不少农村地区“空心化”，且安

防技术手段落后，预防能力和抵抗能力

都十分有限，因此一些村宅频频被盗。

经调查发现，这些案件均为夜间盗窃，案

发现场及周围一无监控，二无痕迹。很

明显，犯罪团伙就是瞄准了当地防范措

施差的弱点。但农村地区阡陌交错、分

散式的居住方式，对于精细化管理带来

了挑战。

大团镇作为浦东新区的农业重镇，现

有基本农田两万亩，其中果林地 1.45万

亩。如果在收获的季节失窃，对村民来说

将会是一笔很大的经济损失。为此，大团

镇近期全方位布置了监控网络，消除农村

的“防控死角”。

按照“雪亮工程”要求，郊区需达到每

平方公里 10-15个视频监控。大团镇根

据区域面积和财力情况，首先配合新区完

成了352个视频监控的升级和新增，镇里

和相关村里又新增了80个视频监控。在

各居村与其他街镇交界地区，以及各居村

主干道和案件高发区域，均设置视频监控

设施，确保居民出行安全。

对这些视频监控，大团镇还实现了智

能化运行维护，并充分发挥视频巡查的发

现能力，采用一键轮巡和智能报警等技

术，主动、提前发现问题，从而遏制违法犯

罪案件的发生，为村民们的家庭财产安全

“保驾护航”。

记者从大团镇派出所了解到，“雪亮

工程”启动以来，共新增了 142 只探头。

这些探头 7月 1日开始启用以来，大团地

区入室盗窃发案 17起，比去年同比下降

26%。

看到“雪亮工程”的效果后，部分村

委还自行安装了简易探头，进一步延伸

扩大了“雪亮工程”的成效。例如，园艺

村入室盗窃案件曾一度高发，后在社区

民警指导下，安装了 20 余只简易探头。

加上此前“雪亮工程”在该村委辖区内的

新增探头，为园艺村建立起了有效的防

护网。7月 1日以来，该村辖区内没有发

生盗窃类案件。

另外，“雪亮工程”新增的探头也为公

安机关打击破案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据介绍，7月份以来大团派出所通过监控

视频回放获取线索，先后抓获各类盗窃嫌

疑对象5名，破获盗窃案件4起。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陈

露）近日，万祥司法所开展了一系列培训

活动，提升人民调解员、信访接待员、志愿

者等人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

此次系列培训包括法律知识竞赛、

专项培训会以及专家讲座等内容。在法

律知识竞赛活动中，各村居调解主任、信

访接待员、志愿者、工作人员、律师等参

加“考试“，通过一张张答卷，摸底在法律

知识方面存在的短板，便于今后“充

电”。在“上海市司法局司法行政基层信

息化平台”操作使用的专项培训会上，培

训老师向调解员们全方位展示了案件申

请、受理、办理、归档等各个环节的具体

操作和注意事项，推动矛盾纠纷调解实

现全过程电子化。活动中还邀请了全国

人民调解专家、天津市信访事项人民调

解委员会主任郑宗瑶开展人民调解大讲

堂视频培训，传授了调解信访矛盾的方法

技巧。

本报讯（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者 章

磊 通讯员 唐品璋）“师傅、师傅……”日

前，周浦镇瑞阳苑居民区党员志愿者张鸿

源走进地下车库时，听到几声微弱的呼叫

声。老张随着声响探望，发现有一名老太

太跌坐在车库柱子旁，神情紧张。

老张立马跑到老太太身边，俯下身子

问：“您怎么会坐在这儿？家住哪儿啊？”可

老太太却糊里糊涂，讲不清自己到底住在

哪里，只是一味地说住在对面。“虽然老太

太说不清确切的地址，但还是先将她送出

车库要紧。”老张心想。但他发现，老太太

腿脚不好，仅凭自己一人很难将她扶起。

于是，老张马上联系小区里的热心人

胡来生。接到电话的老胡，急忙赶到地下

车库。当两人合力想把老太太搀扶起来

时，老人却喊疼，说自己有肩周炎不能用

力。这下可怎么办？无奈之下，老胡迅速

跑到地面上，寻求其他居民帮助。此时，

居民龚家柒和沈冬祝夫妇俩正巧在小区

里散步，老胡与他们讲清事情后，老龚夫

妇毫不犹豫地与老胡一起来到车库帮忙。

为避免老人在搬运中发生意外，四名

中两人搀扶胳膊，一人抱着老人的腰，另

一人托着老人的身子，合力将老人移出了

车库。四人刚将老人安置到椅子上休息

时，居民丁阿姨正好路过，一眼认出这名

老太太就住在小区 29号楼。听到这话，

四名热心居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了。

于是，丁阿姨连忙去找来老太太的儿

子。当他看到四名热心居民小心翼翼搀扶

着母亲回来时，激动地连声道谢。他说，

“幸亏有你们帮忙，不然等会儿天黑了，后

果可能就不堪设想了。”老胡说：“作为邻居

本来就应该互帮互助，更何况我们是小区

志愿者，为老人排忧解难理所应当。”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脉’字作为

一个多音字，有哪些读音？请分别组词。”

昨天下午，周家渡杯“我爱汉语”残障人读

书知识竞赛在中华艺术宫举行。36个街

镇代表队、共计 176 名残障人士参与比

赛。

本次比赛分为笔试初赛与现场决赛两

部分，当天上午选手就已汇聚周家渡社区

文化服务中心参与笔试，周家渡、花木、南

码头、周浦等10个街镇代表队入围决赛。

决赛则包括必答题、抢答题等环节，考验了

选手对于汉字拼读、书写、实际运用的能

力，最终周家渡街道代表队赢得冠军。

“通过这场比赛，我进一步认识到了

汉语的魅力，也更加喜爱读书，通过书本

获得知识、开阔视野，领悟人生中的种种

道理。”周家渡街道代表队的选手王立

说。王立今年 29岁，小时候因为火灾致

残，但他身残志坚、刻苦学习，取得了研究

生学历，并在一家外企找到了心仪的工

作。平时，读书是王立的兴趣所在：“我最

喜欢的作者是村上春树，从他的文字中我

能感受到青春的氛围。”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比赛，培养残障

人的阅读兴趣，帮助他们开拓视野，形成

丰富的知识储备，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提升

自我的机会和舞台。”周家渡街道相关负

责人称。在构建“美好周家渡”的蓝图下，

街道将继续把服务残障人作为一项工作

重点，关注社区残障人生活，全面提升街

道他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本报记者 赵天予

在潍坊新村街道崂东居民区，有一支

居民们交口称赞的“候鸟”志愿者队伍，从

治安巡逻到设备维修，都能见到他们的身

影。这支队伍由钦达楼宇设备工程有限公

司的员工组成，他们就像“候鸟”一样，从外

地来到上海，“反哺”社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钦达落户潍坊新村街道已经有 20多

年的时间，公司主营电梯及水泵维修保

养，员工宿舍就设置在在崂东居民区 2号

楼底楼。公司里的年轻人淳朴、热情，个

个拥有一技之长。

2014年时，居民区党总支与钦达一拍

即合，决定搭建一个服务平台，邀请公司员

工在业余时间，利用自己的专长为社区服

务，帮助居民解决急难愁问题。“我们对小

区都有‘家’的感觉，是这里的一份子，愿意

为小区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此已居住

了17年的“候鸟”秦耘说。

最终，这个平台被命名为“候鸟之

家”，即钦达员工就像飞来的“候鸟”一样，

在崂东居民区找到人生中的一块栖息之

地。“与居民共同生活，与邻里和睦相处，

吸取社区的‘营养’，同时‘反哺’居民区，

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居民区党总支相

关负责人称。

作为一个老旧小区，崂东小区内房屋

管道、电线、电器的老化程度较高，时不时

出现故障。“候鸟”们公开了自己的手机

号，一旦遇到难事，居民可以在第一时间

联系到他们。至今，“候鸟”们为居民解决

水、电方面的困难不计其数，许多居民表

示：“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候鸟’了，他们已

经完全融入小区，是我们的一家人。”

2016年隆冬的一天，子夜时分，大多

数人都已进入梦乡。突然险情发生：小区

内 5幢高层居民楼的水管都被冻裂了，水

流汹涌地漫进电梯轿厢。得知此事后，

“候鸟”们全体出动，一批人奔赴大楼楼

顶，关闭进水总阀门，其他人则着手处理

因为进水而“罢工”的电梯。

用草铺吸水、用电吹风吹干受潮的电

路板、帮忙替换无法使用的零部件……经

过连夜奋战，“候鸟”们赶在上班前，让每

幢楼都有一部电梯能够正常运转，保证居

民的正常出行。他们为此忙到了天亮，但

大家毫无怨言。

小区开展“群防群治守护网”创建，

“候鸟”积极参与其中；独居老人要装修房

子，“候鸟”上门帮忙搬运家具……这几年

来，“候鸟之家”的工作取得了预想的成

果——“崂东是我家，自治靠大家”的理

念，借由“候鸟”的举动已经深入每个居民

心中，一个个自治团队相继成立，越来越

多的居民也参与到社区自治共治中。

而对于“候鸟”来说，在异乡重新体会

到了“家”的温暖。“现在我们和邻居很熟

悉，社区里的长辈们对我们的生活很关

心，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样，很温暖、

很和谐。”秦耘说。

新装142只监控摄像头让窃贼无所遁形

大团“雪亮工程”让乡村更平安

万祥镇强化基层法治力量

残障人士相聚周家渡赛知识

先难后易 先大后小

川沙拆除万家美食城违建

体验职业生涯 发现更多可能

用自己所长帮邻里解决急难愁
——记服务社区的潍坊“候鸟”志愿者团队

周浦镇瑞阳苑上演暖心一幕

小区热心人帮迷路老人回家

陆行中学的学生们举行义卖活动，所得款项用于献爱心活动。 □金杨社区志愿者协会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