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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驿站：打造邻里守望的温暖社区

本报讯 6月9日晚，一场由社区

居民自导自演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展

演，在银南翔商务区的社区运动场火

热上演。展演分板面展示、学习型团队

现场互动展示及学习型团队文艺表演

3 个部分，来自辖区内社区、村、经济

城的 12 支团队和个人，表演了舞蹈、

小品、朗诵、独唱合唱等节目。展演活

动拉开了南翔镇第十四届全民终身学

习活动季和第十一届全民阅读季的帷

幕。

自2017年以来，南翔镇根据镇域

内居民人群的结构变化，积极改变全

民终身学习教育的工作方式，充分利

用区域内的软硬件资源，把学习和阅

读送到居民家门口附近、送到商务人

士及流动人口身边，取得了较好效果。

两年来，各项活动吸引了银南翔商务

区内的商务人士、白领走出商务楼，走

进社区参加教育学习活动，促进了商

务区内人群的和谐相处。

记者 顾佳兰

“白领+社区”促全民学习

本报讯 凌晨四点，张其志骑着

装载了 2 个分类垃圾桶的电动自行

车，往嘉定工业区灯塔村第三村民小

组驶去。他是灯塔村的垃圾清洁员，承

担了2个试点村组、67户村民的垃圾

分类清运工作。按流程，村民提前将干

湿垃圾分类投放在不同的垃圾桶里，

第二天再由张其志统一分类清运。与

此同时，他还要对每家每户的干湿垃

圾分类情况进行考核，湿垃圾纯净度

达到98%以上的，记录表上标注一颗

五角星，不达标者则为三角形。

为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和资源化利用工作，改善农村居住环

境，日前，嘉定各涉农街镇因地制宜，

启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今年 5

月，嘉定工业区率先在灯塔村、雨化村

和黎明村进行试点，推出“i分行动”，

试行垃圾分类上门收集清运模式。

嘉定工业区相关负责人介绍，“i

分行动”参照城市小区内推行的“绿色

账户”积分模式，每户按要求分类投放

垃圾的人家，每天可积一颗五角星，每

季度统计一次，获得 60 颗以上的，可

在各村组务工作站进行实物抽奖。此

外，嘉定工业区还在试点村组新建、扩

建了垃圾厢房，新增了垃圾清运设备。

“i分行动”推行一个多月以来，除

少数几户人家分类出现过不达标的情

况，大部分村民都能按规定投放干湿

垃圾。村委干部说，对这些不达标者，

村民小组组长会上门督导，现场演示。

经过几次督导，几乎不会出现干湿混

倒的情况。“垃圾分类的开展情况，比

我们预期的好多了。”灯塔村党总支副

书记邵秋萍说。

为让垃圾分类顺利开展，早在年

初，灯塔村和雨花村的工作人员就开

始了对村民的宣传和培训工作。“先抓

村民骨干、妇女代表，然后再一家家入

户发放宣传册，上门实地演示。”雨化

村卫生干部周炎说。对于部分与土地

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农民来说，如何让

他们完全理解“干垃圾”和“湿垃圾”这

种相对时髦的术语，村干部也着实动

了一番脑筋。“讲得太专业，村民听不

懂，直接说，烂在地里的就是湿垃圾，

烂不掉的是干垃圾，大家一下就明白

了。”邵秋萍说。

村民柏阿姨说，刚开始分类会觉

得麻烦，但是现在已形成习惯，而且每

天要打分，邻居之间已形成隐形竞争，

“别人都是五角星，你出现个三角形，

面子上也挂不住。”负责垃圾分类工作

的相关干部也坦言，农村的“熟人社

会”也为规范村民行为制定了隐形契

约，“目前来看，农村地区垃圾分类制

度的推行反而比城镇地区容易些。”嘉

定工业区社会发展科科长姚蔚青说。

在监督方面，目前试点村组建立

了垃圾分类巡查员、监督员队伍。由村

卫生干部任巡查员，负责开展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引导、巡查工

作。后期，还将请第三方监督员，负责

对全组村民的垃圾投放分类情况进行

监督，提高垃圾源头分类的实效。

嘉定工业区将在今年下半年全面

启动农村垃圾分类工作，涉及村民

6163 户。据悉，嘉定区今年将实现农

村地区垃圾分类全覆盖，在此基础上，

再推进20个示范村建设。

记者 王安琪

嘉定启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年内将实现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并推进20个示范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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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菊园新区首个创

设于公园内的公共文化艺术空间——

荷享艺品试运行，将于6 月底正式启

用。

荷享艺品位于陈家山公园内，总

面积为 620 平方米，由明永乐元年间

的陈家山旧址展示空间、书画展示空

间、公共教育空间、河岸水榭艺术课堂

等公益空间组成，让市民在陈家山荷

花公园漫步赏荷的同时，又能忆嘉定、

赏书画、动笔墨、谈艺术，享受高品质

的公共文化艺术体验。

荷享艺品由菊园新区社区党建服

务中心、菊园新区文化体育服务中心、

上海北水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菊园新区文化发展公司、陆俨少艺术

院作为运营主体，邀请上海市山水画

研究院（筹）、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等专业机构作为合作伙伴，共同打造

上海嘉定“中国山水画”艺术名片和坐

落于美丽公园里的市民艺术基地。目

前，“纸说嘉定——包仕武书法艺术

展”正在馆内展出，展览将持续至6月

20日（见上图）。 记者 李华成 文/摄

菊园新增一公共艺术空间

本报讯 6月7日，“咫尺丹青—

周德宽扇面书画作品展”在同济大学

博物馆开幕，展出周德宽扇面画作品

50余幅。展览将持续至6月23日。

周德宽，同济大学汽车学院副教

授，致力于扇面画创作，尤善锦灰堆。

据介绍，锦灰堆又名八破图，以残破的

文物片段堆栈构成画面。记者 王丽慧

同济举办扇面展

本报讯 “小朋友，今天玩得开心

吗？有什么收获吗？”“开心！最大的收

获就是认识了好多新朋友！”6月2日，

在菊园新区旭辉锦庭小区的“家驿

站”，正在上幼儿园的洪雨柔大声说

道。“孩子的童言稚语，也说出了在场

很多大人的心声，”洪雨柔的妈妈芮佳

敏表示，自从有了“家驿站”这个小小

空间，邻里关系从“相见不相识”变成

了“一见如故”。

记者在“家驿站”看到，这个二十

多平方米的房间被划分为两个区域，

较大的一个地上铺满儿童地垫，垫子

上摆放着由几张小桌拼成的长条大桌

子，一面的靠墙是一个摆满了儿童书

的书架，另一面墙上则挂着每月的活

动课表：“5月5日，双语课；5月12日，

儿童朗诵；5月19日，动画影映……”

记者获悉，除了每周末都有辖区的早

教机构或者幼儿园应邀为小区的孩子

们开展各类早教活动外，“家驿站”开

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16:00-17:30，双

休日全天。

孩子们在玩，家长只能傻傻在一

旁看着吗？“家驿站”在建设之初，就贴

心地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为了让带孩

子前来的家长也能有参与感，特地将

另一个区域设计成多功能区，摆放了

长凳、吧台、料理台、烤箱、茶具等。“在

家做点心时，孩子老在一边捣乱，”居

民李秋香表示，“家驿站”开了以后，她

就经常带着孩子过来，孩子有了玩伴，

还有志愿者帮着看管，她也可以和志

同道合的邻居一起专心做点心。不仅

是针对亲子家庭，今年70岁的刘辉爷

爷也因这个空间，一扫过去长期待在

家的苦闷之情，“每逢双休日，肯定要

带着上好的铁观音，过来和社区里老

伙伴们品品茶、聊聊天”。由于他擅长

根雕，还会经常在“家驿站”里给居民

普及根雕的历史和相关知识，甚至会

拿着家中的珍品给大家欣赏。“不少孩

子和退休老人还打算跟我一起学根雕

呢！”刘辉开心地说：“‘家驿站’让我们

这些老年人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了。”

“家驿站”运行至今已有两个多

月，这个广受欢迎的温暖空间，改建之

初其实还受到了居民的质疑。“‘家驿

站’是由物业用房改造、小区物业公司

出资改建而成，”菊园新区房屋事务管

理所所长钱盈介绍，有小区居民疑惑

“物业为什么要管这些事情”。其实，

“家驿站”的投入运行，是菊园新区“物

业大客服”的一次有益尝试，物业在小

区不是只有维修、清洁、保安等作用，

也是美丽嘉定、宜居家园的建设者之

一，可以成为社区居委会在时间和功

能上的有益补充。“‘家驿站’就是小区

物业在前期调研了解居民需求后的产

物。”物业经理张超进一步解释，他们

在走访中发现，在近1000户小区住户

中，有超过两成以上的家庭有10岁以

下的儿童，在居委用房紧张的情况下，

物业公司提供空间助力社区服务，满

足亲子家庭在小区休闲娱乐的需求。

“家驿站”的温度正在持续发酵。

居民刘女士的孩子因为意外事故导致

脑瘫，在照顾孩子之余，她想学点烘焙

为孩子做点心，便到“家驿站”去取经。

不少居民在交流中得知她的情况后，

深受震动，通过物业为她家举办了募

捐活动，平时还会将制作的蛋挞、饼干

等点心送到她家去。“觉得这个小区很

温暖，”刘女士感动地表示，今后一定

在闲暇之余，以志愿者的身份多参加

小区活动，回馈大家的帮助。

目前，“家驿站”所有活动由物业

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并接受居民报

名，今后，将随着运行模式与功能的日

趋成熟与完善，由居民自主运转，并辐

射周边小区，让更多人参与进来，把

“家驿站”打造成温暖社区、邻里守望

的载体。 记者 刘静娴

法宝之窗法宝之窗

本报讯 在电竞比赛中勇夺全国

冠军，说好的36万元奖金却迟迟没有

兑现，这令作为参赛者的灵山县某网

吧倍感无奈。协商未果后，该网吧将赛

事发起和承办方上海某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告上法庭。近日，嘉定区人民法院

审结该起案件，一审判令该公司给付

网吧36万元奖金。

2015 年 9 月，灵山县某网吧报名

参加了上海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起

的“全国网吧电竞邀请赛”。经一路过

关斩将，该网吧所属战队凭借优异表

现，勇夺桂冠。比赛结束后，网络科技

公司向战队颁发了冠军奖杯及面额为

36万元的模拟支票。然而，这张36万

元的模拟支票竟成了“空头支票”，该

公司始终未能兑现给付奖金的承诺。

诉讼中，该公司陈述，共为该项赛

事准备了200万元奖金，其中160余万

元已经发放，未发放冠军奖金，是因为

赛后有人投诉称冠军战队中有职业选

手参加，不符合比赛规程。此外，公司

还认为，战队不能直接参赛，而需挂靠

网吧，但该网吧未提供其与战队之间

的协议，因而不符合奖金发放条件。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上海某网

络科技公司通过相关媒介发起并承办

“全国网吧电竞邀请赛”，原告灵山县

某网吧报名后，经被告方审核，取得了

参赛资格，并最终参加了决赛。同时在

原告获得第一名比赛成绩后，经被告

审核，向原告发放了奖杯及记载了面

额为 36 万元奖金的模拟支票。此后，

被告借故未向原告兑付奖金，显属不

当，故被告理应承担兑付奖金的民事

责任。 记者 冉涛 通讯员 张晓莉

奖金“跳票”，冠军起诉主办方

宜居家园宜居家园共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