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 月 13 日，江桥三村九

街坊12号楼加装电梯项目开工，这是

江桥镇首个动工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工程。

江桥三村九街坊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均为 7 层住宅，老龄化程度较

高，居民加装电梯的愿望十分迫切。去

年7月，小区12号楼启动加装电梯意

见征询，多次召开协调会，并成立居民

小组专门负责加装电梯事宜。面对部

分持保留态度的低楼层居民，居民、居

委、电梯公司共同努力，上门做沟通解

释工作。“这次加装电梯从征询到签合

同、付款，只花了一个月，24户居民包

括一楼住户全部同意。”居民马建民高

兴地说。

此次12号楼加装电梯采用了“平

层入户”的形式，电梯出口和入户门齐

平，相较于“半层入户”的电梯，出电梯

门后无需再爬半层楼梯，居民上下楼

将更加便捷。按照计划，预计今年6月

该电梯就能投入使用。

去年，江桥镇启动既有多层住宅

加装电梯工作，成立既有多层住宅加

装电梯工作办公室，聘请具有电梯加

装专业技术和资质的机构作为监管

方，在方案设计、现场施工、电梯安装

等重要环节及关键方面进行全过程的

监督和把关。“今年，我们计划签约30

台，启动15台，验收交付10台。”该镇

房管所所长陆平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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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冈启动新一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服务对象从晚期癌症患者拓至疾病终末期患者及家属

针对超龄就业者在工作中受伤未获赔偿一案

本报讯 超龄就业者（超过法定

退休年龄）与适龄劳动者相比，身体素

质偏弱、反应速度偏慢，其工作时所面

临的安全隐患和发生工伤的风险相对

较高，这类人群工作权益遭受侵害时，

该如何维权呢？

“我真心感激你们，在我走投无路

时帮助了我，谢谢你们为老百姓办实

事，谢谢，谢谢！”日前，张阿妹（化名）

拉着嘉定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

察官金娟娟的手，哽咽着将锦旗交给

她，锦旗上面写着：“维护法律尊严，为

民执法公平”。

原来，张阿妹是一名超龄就业者。

2020 年 4 月 1 日，在嘉定某饭店后厨

从事寿司制作的她，正在像往常一样

工作，没想到在使用蒸箱蒸寿司米饭

时突发意外，左手被烫伤。在用冷水冲

洗 1 个小时后，张阿妹自行赶往医院

就诊。而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

鉴定中心对其伤残等级出具鉴定意见

书。经鉴定，张阿妹左手背部、腕部为

二级烧伤。

由于张阿妹在入职及事发时均已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饭店未与其签订

劳动合同，也未购买工伤保险，因此事

故发生后，张阿妹与饭店协商赔偿事

宜未果。维权失败后，张阿妹偶然通过

网络了解到“民事支持起诉”这一诉讼

方式，想再试一试。2021年4月，张阿

妹来到嘉定区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

服务中心，申请民事支持起诉。检察官

金娟娟认为，申请人张阿妹在某饭店

工作期间受伤，该饭店未对申请人进

行赔偿，损害其合法权益。另外，申请

人系弱势超龄就业者，符合支持起诉

条件。“我们建议张阿妹以健康权纠纷

提起诉讼，帮助其收集证据、材料，并

出庭支持起诉。”金娟娟告诉记者。

2021年8月24日，嘉定区人民法

院作出判决，认为申请人张阿妹要求

某饭店赔偿其用工受伤所致损失，于

法有据，判决支持张阿妹的诉讼请求，

张阿妹获赔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5万余元。

据悉，此案是嘉定首例成人民事

支持起诉案件。金娟娟介绍，民事支持

起诉主要针对弱势群体，现阶段嘉定

区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主要涉及老年

人、妇女等权益保障，以及外来务工人

员追索劳动报酬等。

检察官提醒，弱势群体权益遭受

侵害时，可以向检察机关寻求帮助。此

外，弱势超龄就业者应当学会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必须与企业签订正式

的劳动合同，在事故发生后可以于法

有据；相关企业应当保障劳动者的工

作环境安全，建议购买商业补充保险，

一旦发生意外，企业可以减轻一定的

负担。 撰稿 席凌燕

简讯

本报讯 近期，一部反映安亭新

镇人文景观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

了热搜。这部短视频的拍摄者，是一位

名叫亚当的英国小伙，他是位于安亭

的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双语学校的一名

数学老师。

今年27岁的亚当，出生于英国北

爱尔兰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

程师，母亲是钢琴家。2017 年大学毕

业后，亚当产生了到世界各地走一走、

看一看的想法。他从小听说中国有万

里长城、故宫、中国武术和大熊猫，所

以将旅行的首站选在了中国。

本来，亚当准备在中国逗留一段

时间后，继续前往其他国家“探秘”。可

在第一站，亚当就被中国深厚的历史

文化、热情友好的民众、各地壮丽的景

色和富有特色的美食深深吸引，决定

留在中国。

如今，亚当已经在中国待了3年，

去过很多地方。南京、苏州、北京、长

沙、重庆、福州……只要有空，他就会

背着包出发，感受中国各地的美，用镜

头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他说，自己使

用的都是普通器材，没有专业团队，全

靠自编自导自拍。

旅行中，他爬过山、骑过马、蹚过

河、走过崎岖小路，还曾在野外搭帐篷

露宿。一次，他到云南德钦的雨崩村旅

行，徒步走了一段 19 公里的山路。途

中山势陡峭，人烟稀少，当他走到半路

时已精疲力尽，好在遇到了一位善良

热情的藏民，不仅招呼他休息，还给他

喝了热腾腾的酥油茶。补充体力后，亚

当继续前进，最后用了4小时20分钟

到达目的地。

后来，他在朋友的鼓励下，将拍摄

的见闻制作成短视频，其短视频《你怎

么看中国》与《不一样的中国》还分别

获得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我爱中国风”

和“我与中国”全球短视频大赛一等

奖。

原先在外地某校做教师的亚当，

机缘巧合下来到安亭新镇生活、工作。

在亚当看来，安亭新镇是一个具有德

国风情的小区，面积很大，环境优美，

而且居民都热情友善，邻里间像家人

一般亲近，“我们小区里有很多来自世

界各地的人，居委就举办各类丰富多

彩的活动，让大家更熟悉、融洽。”

前不久，亚当还拍了一部反映安

亭新镇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的短视

频，发表在自己名为“亚亚亚亚当”的

视频号上，引起了热烈反响，还上了社

交媒体的热搜。亚当也因此在安亭新

镇成了“名人”。有人认出他后，会主动

跟他打招呼，还会邀请他到家里聊天

吃饭。

亚当还将视频传给远在家乡的亲

人和朋友。亚当说，母亲是自己最忠实

的粉丝，一直支持和鼓励他。母亲还将

儿子拍摄的视频和照片发在自己朋友

圈，一传十，十传百，总是引起不小轰

动。平时，亚当与家人都用中文交流。

亚当的父亲以前不懂中文，在儿子的

“诱导”下大有进步，不仅会简单说中

文，还会写中文。

问起今后打算，亚当表示，将继续

留在中国，做好教学工作，加强中文知

识学习，不断寻找中国之美。他对中国

发自内心的喜爱，正如他在短视频《不

一样的中国》中所说的那样：“让我想

起最初爱上中国的原因，不仅是声音、

味道、美丽的风景，而是人们友好的笑

脸都欢迎着我。” 通讯员 刘必华

英国小伙：用镜头讲述真实的中国

外冈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上半年启用

本报讯 经过两年多的建设，近

日，外冈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翻建工

程基本竣工，预计今年上半年启用。

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位于祁昌路

355号，建筑面积约1.33万平方米，是

原中心的3.6倍。中心设A、B两幢楼，

A楼共六层，一层包括预防接种、儿童

保健门诊等功能区；二层包括检验、B

超、放射科等医技科室以及预防保健

科；三层为行政办公区；四到六层为住

院部。B 楼共三层，一层设有门诊大

厅、全科（简易门诊）等；二层为全科诊

室、专家门诊等科室；三层包括中医

馆、康复医学科等。

通讯员 周虹

区检察机关完成首例成人民事支持起诉

江桥首台加装电梯开工

解决346户村民生活污水排放问题

本报讯 安宁疗护又称临终关

怀，关注的是全生命周期“最后一公

里”的质量和尊严，也是城市文明进步

的重要体现。近日，上海市安宁疗护服

务管理中心成立，今后安宁疗护服务

对象将从以晚期癌症患者为主，拓展

到疾病终末期患者及家属。嘉定区安

宁疗护中心也于日前在迎园医院启

用，并开始接收病人。

记者获悉，区安宁疗护中心在迎

园医院原安宁疗护病房的基础上进行

改扩建，面积扩大一倍，床位由原来的

10张增加到28张，并将过去五人间病

房改建为小病房，同时新增两人间、单

人间病房，均设独立卫浴，向患者提供

居家式的住院体验。除硬件升级外，中

心的软件服务、治疗模式也有所升级，

引入了医联体、多学科联合会诊等模

式。

目前，该中心正面向全区收治符

合条件的患者。迎园医院安宁疗护中

心主任金静娴介绍，有意愿入住的患

者，可先到安宁疗护门诊申请评估，如

果患者的生存期在半年内，且生活功

能的评分小于 50 分，就可登记住院。

“一些慢性疾病终末期患者，包括需要

临终关怀的老年患者现在也可收治。”

金静娴说，中心还与区中心医院、瑞金

医院北部院区建立了医联体，遇到疑

难杂症，相关肿瘤科专家将参与会诊。

目前，嘉定共有88张安宁疗护床

位，以迎园医院、嘉定镇街道、马陆镇、

徐行镇、安亭镇黄渡及真新街道等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主。“十四五”时期，

嘉定将根据需求，进一步规划设置安

宁疗护床位，通过门诊、住院与居家等

多种形式，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安宁

疗护服务。 撰稿 印沁沁

区安宁疗护中心启用

本报讯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改

善群众生活环境、提升群众生活质量

的一项重要民生实事工程。日前，外冈

镇启动新一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

程，涉及葛隆、甘柏2个村。

1 月 19 日，笔者在甘柏村尤家宅

村民组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将

污水管道逐根铺设在地下。“工程将同

步新设隔油池、格栅井等设施，并根据

具体情况对原有老旧化粪池实施改造

和新建。”现场施工负责人介绍，改造

完成后，村民产生的生活污水将统一

进入污水收集池，经简单处理后纳入

污水总管，最终由污水处理厂处理达

标后排放。“以前洗菜洗碗的水只能排

到家门口的路面上，夏天有异味，天冷

会结冰。”村民尤艺说，“期盼工程早日

完工，村居环境变得更好！”

据悉，此次工程将敷设污水管道

约17000米，新建提升泵站7座、污水

处理设施1座。届时，日均收集处理污

水量将超过490吨，可解决346户村民

的生活污水排放问题。下阶段，外冈镇

将继续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建

设，落实长效管理，对污水管网系统实

行专业化运行维护，进一步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 通讯员 项唯婷

春节将近，年味儿也愈发浓郁。1月18日，徐行镇红星村村民周彩琴家里格外热闹。原来，灶画师傅秦忠良正在她家的

厨房里画灶画。不一会，灶壁上就出现了一朵朵盛开的荷花、婀娜多姿的凌霄花以及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周彩琴看到自家的

灶画后欢喜不已：“画得真漂亮，烧菜的心情都变好了。希望新的一年村里环境更美、大家生活更好！” 通讯员 闵慧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