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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阅读表白，嘉定读书月启动

只有96户住户的真新街道轻纺公寓，实现了物业公司的从无到有

有了好管家，小区面貌大变样！

本报讯 前不久，真新街道铜

川社区轻纺公寓居民陆刚家中的水

龙头坏了，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着急、

不知所措，而是掏出手机拨打了小

区物业的电话。不到10分钟，维修

师傅就上门修好了水龙头。“现在方

便多了！”陆刚告诉记者，要是在以

前，他得自己上街去找维修师傅，不

仅费时费力，还不一定修得满意，

“现在小区有了好‘管家’，生活更便

捷了，小区面貌也大变样了！”

轻纺公寓建于上世纪九十年

代，原为轻纺市场员工公寓，后转为

住宅，目前有 96户、200多位居民。

虽为住宅小区，但二十多年来小区

一直没有物业公司进行管理，小区

居民也从未缴纳物业费。在不少居

民眼里，小区犹如一株被遗忘的“小

草”，在闹市区自生自灭。“卫生、治安、

社区环境和居民生活质量都大打折

扣，居民投诉、抱怨较多。”铜川社区党

总支书记郭旭升说。

“小区虽然居民不多，但软件和硬

件都必须要及时更新改善，需要不断

满足居民生活需求。”郭旭升表示。

2016年，真新街道派“宜红物业”入驻

轻纺公寓，对小区进行全面管理，首要

任务就是提升社区服务。

“宜红物业”入驻小区后，严格依

照住宅小区标准进行管理，并收取相

应物业服务费，“开始不少居民不习惯

交费，后来，享受到从未有过的服务和

便捷后，渐渐开始主动缴纳物业费了，

目前总体收缴情况比较乐观。”郭旭升

介绍。有了物业费作为支撑后，小区

的卫生、治安等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例如：过去小区垃圾堆积如山，鲜有人

清理，如今不仅每天会定期清理，小区

整体环境也干净了不少；以往最让人

头疼的停车位，也在物业公司与居民

协调后，调整增加了近 30个车位，一

定程度缓解了小区停车难题；此外，很

少受到关注的自来水水箱，也有专业

人员每半年对其进行清洗。

值得一提的是，小区的治安防控

也进一步得到“升级”，不仅有保安24
小时值班，还安装了20个高清监控探

头，保安在值班室就可以将整个小区

实时情况尽收眼底。探头除了用于治

安防范之外，也有效威慑了一些不文

明行为。比如，没有监控探头之前，由

于没有公共厕所，小区门口的商户偶

尔会到小区内的绿化林里大小便，严

重污染小区居住环境。如今，值班保

安只要看到有疑似不文明行为的“蛛

丝马迹”，就会立即上前劝阻。

让居民最有“幸福感”的，当属小

区的积水点改造工程。记者获悉，该

小区地基要低于周边马路二三十公

分，而排水管道为水泥质地且使用时

间较长，均已出现不同程度的破裂，排

水极为不畅。遇到暴雨天气，小区不

仅排水难，而且还面临着紧邻的建丰

河倒灌的风险。“遇到暴雨天气，即使

穿着十几公分高的雨靴，也很容易进

水。”郭旭升告诉记者，去年，由街道出

资，对小区雨污排水管道进行了全部

更换并实现分流，同时单独排列小区

门口商户的排污管并加装排了水泵，

当积水达到一定程度时，水泵会自动

排水。“住得舒服、安全，有了物业这个

管家，小区变得更加宜居了！”居民唐

秀娟对小区的变化表示肯定。

记者 冉涛

发起者有意愿、市民有需求、政府省资源，嘉定探索公共文化服务新模式

文化众筹，精准对接百姓需求

本报讯 在 5月 20日这天，爱读

书的人在嘉定向阅读表白！当天，

2017年嘉定读书月启动，市民在江桥

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体验了听、说、

读、写、游等不同的读书方式（见上

图）。

读书月持续至8月27日，期间区、

镇两级将开展丰富多样的阅读活动，

如名人讲座、主题展览、阅读分享、骑

游行走等，市民可登陆“嘉定文化云”

了解详情并参与。

活动上，“嘉定区阅读推广伙伴联

盟”成立，区内首批48家包括学校、银

行、医院、律师事务所、房产公司在内

的联盟成员将与公共图书馆携手推出

公益阅读推广活动。活动还推出《悦

读嘉定——嘉定区公共阅读地图》，

收录最新的嘉定区公共图书馆及其

延伸服务点信息。市民可在嘉定各

图书馆报架上找到这本地图。江桥

小学“周末书房”同时启用，持有上

海市中心图书馆读者证的市民，可

以在周末走进该学校开展阅读活

动。 记者 顾娴慧 文/摄

500名选手用脚步丈量嘉定
本报讯 5月20日，100多支参赛

队伍 500多名运动爱好者来到嘉定，

参加“2017中国坐标·上海城市定向

户外挑战赛”嘉定分会场比赛。

轨道交通、公交车再加上双脚，这

是参赛选手所有的交通工具，不能搭

乘私家车，也不能借助共享单车，以嘉

定工业区汇源广场为起点，5人一组

的选手们要穿越百度公司、干细胞集

团、上海大学科技园、紫气东来体育公

园、台北风情街、儿童拓展乐园等点

标，并完成规定任务，最终抵达终点大

融城。当天，全市 20000名选手分成

37条线路，从主赛场上海体育场及静

安、嘉定、宝山、杨浦、松江五个分赛场

出发，跨越近300个城市点标。

又讯 当天，京东集团华东区大

件物流部、人力资源部、行销拓展部联

合小鸣共享单车、震旦（中国）有限公

司和上海旺兴达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了主题为“低碳企业行，寻觅嘉定城”

的绿色单车骑行活动。京东商城相关

负责人表示，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

不仅要在带动经济生产力上发挥带头

作用，更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树立

低碳绿色理念，以实际行动为嘉定“创

城”添砖加瓦。

记者 顾娴慧 通讯员 陈晓阳

本报讯 “提笔写字应常怀敬畏

之心。”5月 13日，指导老师李萍站在

区文化馆艺术教室里向青年书法培训

班的学员们讲述自己的习字心得。这

是李萍首次尝试通过文化嘉定云发起

众筹活动，“大家听课状态特别好。”

近日，文化众筹功能正式登录文

化云，个人、文化社团组织、商家可以

向群众募资，在平台上发起众筹活动，

当报名人数达到“最低人数”设定后，

活动便可成行。在公共文化服务领

域，嘉定是首个“试水”该模式的地区。

“自文化云开通以来，老百姓热情

高涨，很多活动刚上线，票子就被一抢

而空，没抢到票的老百姓纷纷表示遗

憾，也有人提出愿意付费参与活动”，

区文广局工作人员晏燕告诉记者，“文

化众筹”因此应运而生，“活动内容会

经过审核后发布，收费也低于市场价

格，属于公益性收费，涉及资金的部分

则由第三方民非组织进行管理。”

李萍并非“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第一个众筹活动于 3月 31日上线，来

自百合书苑的负责人胡鑫在“嘉定文

化云”发起众筹一次插花体验活动。

市民登陆文化众筹板块，找到活动信

息，在线支付 20元便可参与 1个多小

时的体验活动。“虽然众筹费远低于鲜

花和耗材成本，但因此结交了一群志

同道合的朋友，把自己对美的理解传

递给了更多人，很是欣慰。”胡鑫表示。

文化云的忠实用户李萍曾担任过

公益书法培训班的指导老师，她和胡

鑫的想法不谋而合，希望通过文化众

筹，把书法艺术传递给更多书法爱好

者，特别是有天赋和愿意进一步学习

的朋友。“这种形式具有更高的灵活

性”，从公益班开始便跟随李萍习字，

如今又紧跟其步伐加入众筹行动的学

员家长朱晓青表示，李萍通过众筹举

办的书法培训班，在教学时会因材施

教，对不同年纪、不同层次的学员提出

不同要求。此外，由于更加自主，李萍

还设置了“奖学金”，让原来在公益班

里表现优异的学员，免费体验众筹课

程。课堂中，李萍还会穿插关于书法

的历史文化知识，家长也被允许陪同

听课。

可众筹项目是否意味着公共文化

服务走向收费时代了呢？不少市民表

示理解并愿意接受众筹付费的形式。

“通过付费行为，我们会更加珍惜学习

的机会，公益班一般到第二个星期就

少了三分之一的人。而且合理的费用

支出也是对老师的一种尊重。”朱晓青

表示。“文化和知识都应该是有价值

的，比起免费项目，我们更愿意相信付

费项目品质更好。”另一名家住宝山的

市民蓝星，每周末都会驱车1小时，带

着儿子赶到区文化馆上课，她对文化

众筹这种形式也表示支持。

此外，记者从一些街镇文化活动

中心基层工作人员中获悉，由街道策

划筹办的活动，由于主题、形式、内容

会不对居民胃口，有时会出现无人问

津的情况，而文化众筹在一定程度上

化解了这个尴尬。“发起者有意愿，市

民有需求，政府省资源。活动形式更

加丰富多彩了，需求对接变得更为精

准了，我们相当于从活动主办方转变

为平台的搭建者。”晏燕表示。

截至5月1９日，已有６个众筹项

目上线，内容包括工笔画、书法培训

班、插花、国画教学等多个方面，其中

4个项目已众筹成功。“书法培训班众

筹了一周，第二个工笔画课上线 2个

小时就成功了。”李萍惊喜地说道，“希

望日后有更多的人了解众筹，参与众

筹，把优秀的文化分享给大家。”

记者 赵一苇

在外冈镇，人们时常会看到一位

老阿姨推着轮椅，怡然地散着步，不时

地与坐在轮椅上的男人说话。她就是

三十多年如一日，悉心照料瘫痪丈夫

的许菊珍。

许菊珍与许雪祥可谓“青梅竹

马”。1975年，许雪祥应征入伍，在一

次执行任务后，双腿常常麻木甚至不

受控制。几经治疗，未能根治，下肢仍

然无力、无法行走。许菊珍得知后焦

急万分地赶到部队，将许雪祥接回进

行中医治疗。

1980 年初，许菊珍与许雪祥结

婚。第二年，他们的女儿出生，在带来

无尽欢乐的同时，也加重了许菊珍身

上的担子。几年后，许雪祥病情加重，

以致全身瘫痪。为更好地照顾许雪

祥，许菊珍自学了护理知识。每天三

餐，她都会为丈夫单独烹饪，注重营养

搭配。即使上班，也坚持每隔两小时

回家为丈夫翻身。每天晚上，不管多

困都会起来为丈夫翻身。三十多年

来，她没穿过新衣服，没睡过一个安稳

觉，但她无怨无悔。 通讯员 闻轩

许菊珍悉心照料病瘫丈夫

刘 浩 ， 身 份 证 号 ：

310222196003121414，遗失高压容器

操作证，声明作废！

徐 志 远 ， 身 份 证 号 ：

371521198612254651，遗失固定式压

力容器操作证、压力管道巡检维护证，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紫藤工匠修剪队成立
本报讯 5月 18日，嘉定区首支

专业紫藤工匠修剪队成立。今后将由

5名专业修剪工匠，定点养护嘉定紫

藤园内百株紫藤。

当天，日本友人藤本道生为修剪

队现场指导紫藤春季修剪工艺，他表

示，期待未来能与工匠们一起努力，共

同将紫藤园建设成上海市民喜爱的公

园。 记者 李华成

简明新闻

嘉定区道德模范学习宣传

共创宜居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