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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烁

每周五下午，是三林二居的缝纫便民

服务时间，唐阿姨拿着孙女的小被套来到

“家门口”服务站，请专业的服务人员帮忙

装个拉链。“这个服务真是太好啦，要不然

装个拉链都要跑好远。”唐阿姨说。三林镇

各村居“家门口”服务站推出的“小修小补”

项目，看似细小却给居民带来了大便利。

三大类17项便民服务

三林镇下属有 5大社区党委，57个居

委，10 个村。由于镇域面积大，居民出门

办事半径较大，因此，镇下属5大社区中心

都开展有不同类型的便民服务，基本满足

社区居民“15 分钟生活圈”需求。但社区

中心的便民服务频次比较少，居民群众仍

有对服务便捷化、多样化的需求，于是，三

林镇又在各村居“家门口”服务站推出了便

民服务。

据了解，三林“家门口”便民服务分为

三类，其中修理服务类5项，有修自行车、修

伞、修小家电、修皮鞋、缝补衣服等；健康服

务类5项，有量血压、测血糖、刮痧、拔罐、按

摩等；家政服务类7项，有开锁、配钥匙、吸

尘服务、扎拖把、扦脚、削刀、磨剪刀等。

目前，便民服务已做到 57 个居委

100%全覆盖，10 个村覆盖率为 90%，基本

满足了居民日常需求。

三林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任沈婷婷

介绍，所有便民服务项目都是经过需求调

研后开展的。比如，世博四居的居民王阿

姨在居委公众号上呼吁是否可以提供家政

吸尘服务后，居委干部非常重视，开展了需

求调研和 3次座谈会，了解到吸尘服务在

小区有一定的需求量，便主动联系周边的

资源，让吸尘服务在世博四居落地。

社区社会资源都引入

提供便民服务的人员，来自于社区资

源的挖掘和社会资源的引入。一些居民区

通过挖掘居民、志愿者等社区资源，找到了

提供便民服务的人员，但一些居民区志愿

者力量有限，“小修小补”的手艺人有限，三

林镇政府便通过引入社会组织专业力量的

方式，为这些居民区提供服务。

现在，包括三林二居在内，杨思三居、

永泰五居、世博南二居、北街居委等五个试

点居委便民服务，都是由第三方社会组织

提供，由三林镇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配

送到居委。三林二居居民区书记瞿秀梅告

诉记者，小区的便民服务从今年 3月底开

始启动，每周从周一至周五的下午1点至3
点都安排了不同的服务项目。

“周一家电维修，周二磨刀，周三理发，

周四开锁配钥匙，周五缝纫。”瞿秀梅说，一

开始居民知晓的还不多，经过一段时间，知

道的居民越来越多，“最近一两个月简直爆

棚，每次提前给居民们发排队号，很快就领

完了。”

来装拉链的唐阿姨告诉记者，小区附

近这种修修补补的地方都没有了，“要想修

衣服最近也要跑到三林老街才有，现在不

出小区就有，还是免费的，真是太方便了。”

服务频次逐渐扩大

据介绍，自“小修小补”便民服务在三

林各村居开展以来，月服务量达到了 9571
人次。三林镇社区建设办公室还分组分批

对 57个“家门口”服务站点的便民服务进

行检查评分，确保各服务站点人员落实到

位，服务落到实处，群众得到便利。

随着宣传的扩大，一些居民区的服务

频次也在提高。比如，德康苑居民区从原

先提供一月两次两个项目的便民服务，到

目前一周七天都有不同的服务项目，满足

居民的不同需求，单每周的服务量就达到

了100多人次。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近日，在

知名建筑“绿房子”办公的上海市城市

规划设计院规划二所党支部越过黄浦

江，加入了浦东新区区域化党建促进

会金桥镇分会，双方签订了区域化党

建联建协议，通过双方搭建的“连心

桥”和“同心圆”，以推动实现资源整

合、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区域化党建

目标。

根据协议内容，双方将通过在组织

建设、党员教育、服务群众、促进和谐等

方面加强联动，实现区域内党建资源共

享和基层党组织互动、互补、互利，不断

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生机活力，助力社区

设施建设和管理创新。

金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陶勇表示，

希望双方能在前期合作的基础上，通过

区域化党建联建，共同助力金桥镇缤纷

社区建设。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党委书

记余亮说，金桥镇通过党建引领，以“绣

花般精神”进行城市副中心精细化管理

所取得的很大成效，对于规划二所今后

做好城市规划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启

示。希望以区域化党建联建为契机，实

现基层党建工作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助

力金桥镇发展建设。

7月22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举办的“严真广场”揭牌典礼暨2019年新员工入职仪式上，57名新入职医生在上海工匠、公
利医院骨科主任杨铁毅的带领下，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接受入职洗礼。53名新入职护士由护理前辈们亲手为她们戴上洁白神圣的燕尾
帽，完成角色转变。

据悉，为纪念严真博士创建公利，特将医院中心广场命名为“严真广场”。而他与志士仁人共同创立的“公利医院”之“公利”两字被
诠释为“公益服务，利泽民众”的办院宗旨，为代代公利人所秉持传承。公利医院院长姜宁在对新员工寄语时说道：“从今年起，我们今后
每一届的新职工，将以严真广场作为起点，伴着庄重的医学生誓词和南丁格尔誓言，以严谨和求真的态度，走好今后的职业生涯之路。”

图为在严真广场，护士前辈们为新入职护士授帽。 □徐网林 曹黎静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张琪）一位五十多岁

的男性市民原本是带孩子去上海儿童医

学中心就诊，结果自己口鼻流血、突然晕

厥倒地，多亏儿科医护人员，让其转危为

安。7月 18日发生的这一幕，考验了儿

科医生救治成年人的能力。

当时，患儿男性家属突发晕厥，倒在

了儿医中心门诊医技楼的二楼厕所门

口，口鼻流血，心跳微弱，神志不清。门

诊护士接报后，立即呼叫、启动院内急救

系统，并以“基础生命支持”（BLS）应急

流程进行急救，在对该家属进行身体状

况评估后，医护人员呼叫了 120；此时重

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张建经过现场，对

其心跳、呼吸、瞳孔等进行再次评估后，

与大家一起将男子送往急诊抢救室。

在抢救室，按照急救流程，开放气

道、供氧、建立血管通路、心电监护等一

系列急救措施相继执行，患者也从晕厥

逐渐恢复了部分神志。在心跳相对稳定

后，男子由 120转运至仁济医院接受进

一步诊疗。张建说：“虽然我们的诊疗对

象原则上不超过18岁，但是基本的急救

措施和流程适用于全部人群。抢救生命

是每一位医护人员的职责，BLS也是医

院每一位员工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

基础生命支持（BLS）就是现场急救

或初期复苏处理，是指专业或非专业人

员进行徒手抢救，为更高层级的生命支

持争取时间。儿医中心自1999年起，每

年坚持为 500-1000 名医务工作者以及

部分有需要的社会人群提供BLS培训，

提升医疗质量管理的同时也营造“人人

为急救，急救为人人”的安全环境。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陈磊）

路灯亮了、墙砌好了，高东镇踊跃村村民

周阿姨今日逢人就说，托了镇里大调研

的福，村民心里的两桩烦心事都解决了。

今年4月，高东镇党委书记储明昌基

层调研到踊跃村时，有村民当面反映：“储

书记，吾跟侬讲桩事情，阿拉村里路灯老

旧不亮，村民在夜间行走，心里总有点‘吓

牢牢’。”“村里经常有人偷倒建筑垃圾，天

要热了，臭烘烘额，哪能办哦。”踊跃村村

委会工作人员，村里的路灯十几年前由村

委会出资安装，目前很多都已老旧损坏，

无法提供正常照明，还存在一定安全隐

患。此外，踊跃村部分村民已动迁，经常

有外来人员将建筑垃圾偷倒在已动迁区

域的空地上，影响村容村貌。

现场调研情况，立刻反馈到了高东

镇规划建设部门。镇规建办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得知情况后，规建办随即到现场

排摸情况，掌握路灯破损情况、动迁区域

是否还有人居住等。“排摸后，我们制定

了路灯维修及动迁区域建造围墙的初步

方案，随后通过立项、招标等一系列步

骤，推动施工尽快开展。”该工作人员说。

不久前，75 个节能灯全部安装完

成，加上已经砌好的500多米围墙，踊跃

村的面貌大有改观。

高东镇相关领导表示，大调研不仅

仅是收集问题，更在于“解难事”，通过解

决问题来积累好经验、传递好做法。

高东基层调研解民之忧

村民两桩烦心事解决了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高志

强）这几天，在航头下沙居委，76 岁的康

龙德成了街坊邻居津津乐道的“灭火英

雄”。原来，几天前邻居家中突发火灾，危

急时刻康老伯挺身而出，用完 14罐灭火

器将火势控制住，为随后赶到的消防队成

功灭火赢得了宝贵时间。

7月13日中午时分，康龙德正忙着张

罗每周末的家庭聚餐，突然，一阵急促的

门铃声想起，他打开房门，只见心急如焚

的邻居陈阿姨说，附近楼中邻居家着火

了。康龙德不加犹豫，拎起家中的两罐灭

火器，也顾不及换鞋，穿着拖鞋就奔向失

火现场。

康龙德家距发生火情的 18号楼 101
室约有百米远，当时天还下着暴雨。患有

气喘的康老伯来不及多想，提着两个几公

斤重的灭火器，就前去灭火。当康老伯到

达现场时，失火房间已是浓烟滚滚，火苗

直窜出后窗，他顾不上拿条毛巾捂口鼻，

左右手各提着灭火器直接冲了进去。此

时年迈的女主人正在一旁被火势吓得发

抖，不知所措。康老伯临危不惧冲入着火

的厨房，对准起火的液化气罐就喷。

康龙德儿子得知消息后，也赶到现场

与父亲一起灭火，可谓“上阵父子兵”。

两罐灭火器很快用完了，火势却还没

控制住。这时，闻讯赶来的街坊邻居也纷

纷从家中拿来灭火器，一一递给康家父子

俩，一刻钟时间，用空灭火器 14罐，火势

这才渐渐被控制。

很快，消防队也赶到现场，终于将火

彻底扑灭，并查明起火原因。原来是 101
室液化气罐输气管老化发生泄漏所致。

起火后，屋内老人被窜起的火焰吓得手足

无措，尽管居委通过自治金项目为每户居

民都配置了灭火器并经常组织消防演练，

但起火时老人惊慌失措，紧急时刻竟无法

自行使用灭火器。

事后，见义勇为的康家父子俩回到家

中，换下了满是烟味的衣服，仿佛什么都

没发生过一样。谈起救火这件事，康龙德

说，他去救火并没有考虑太多，而是担心

火着起来伤及无辜，甚至会发生爆炸危及

全楼安全。

“多亏了老康，如果没有他进去救火，

都不敢想万一爆炸了会怎么样……”街坊

邻居陈阿姨忆起当时情形仍忍不住后

怕。街坊胡老伯说，老康一直热心公益，

是小区里有名的热心人儿，救火事迹不是

头一回了，早在十几年前老康就用消火栓

灭过大火受到过表扬。

三林“家门口”提供三大类17项便民服务

“小修小补”为居民带来大便利

入职“仪式感”中传承使命

金桥区域化党建
迎来浦西党支部

15分钟内用完14罐灭火器

邻里煤气瓶着火 七旬老伯勇扑救

患儿家长忽然晕厥
儿科医生及时抢救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脚下的水门

汀是她们的舞台，夏日的骄阳是她们的

灯光，观众的掌声是对他们的肯定。日

前，潍坊新村街道泉东一居民区“家门

口”服务站前的空地上，一出当下热门的

垃圾分类主题小品吸引了许多居民观

摩，而主演卢芬良，是一名有着 20多年

演出经验的社区老戏骨。

“从七不规范开始，到禁毒、助老、劝

阻高空抛物，以及社区里发生的好人好

事，我们枫叶团队都排演过宣传小品。”

今年已经 77岁的卢芬良说。这出垃圾

分类小品《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则

是她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从开始动

笔到与居民见面，仅用了半个月时间。

小品讲述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卢芬

良扮演的志愿者“爱管闲事的胖阿姨”，

与扮演四分类垃圾桶的4名同伴进行的

对话，向观众介绍不同垃圾的分类，之后

再帮助每一名角色正确分类手中的垃

圾。不过卢芬良坦言，这出小品是她“演

艺生涯”中，花费心思与精力最多的。

“我们编排小品向来自己有个要求，

就是居民年龄再大、再小，也能看懂，包

括在辅读学校就读的学生，小品内容要

接地气，贴近群众。”卢芬良说。而由于

垃圾分类宣传做得太到位，没多久观众

便能“接梗”抢答，因此卢芬良只能不断

“升级”小品内容。

简单易懂的内容、夸张搞笑的演技，

以及扎实的垃圾分类知识技巧，让这出

小品广受欢迎，名声甚至传到了其他街

镇。从今年 4月小品面世后，卢芬良已

经演出了近30场，尤其是在7月1日《上

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后，几

乎两三天就有一场演出，甚至还到陆家

嘴、花木、三林等街镇进行表演。

就像小品中扮演的角色一样，卢芬

良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名关注社区事

务的热心人。“现在我有个遗憾，就是还

没能担任过垃圾分类志愿者，因为排练

演出实在太忙了。”卢芬良已经下定决

心，8月开始要担任小区的垃圾分类志愿

者，为这项“新时尚”的推广再出一份力。

社区老戏骨 公益热心人
——记潍坊枫叶团队成员卢芬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