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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居民会发现，最近岳阳街

道荣乐小区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

小区内不仅新增设了 40 个休闲椅，方

便居民休闲小憩（见左图），还对小花

园里的凉棚进行了改造，将原来的石

棚改成了木棚，更具安全性，居民们纷

纷竖起大拇指。

荣乐小区是一个大型老龄化社

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 25%以上，老

人们都希望能在此处安享晚年。2021
年，岳阳街道在辖区内打造了方便老

年人就餐的社区食堂，升级了方便老

年人就医配药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为

老年人解决了两件日常“大事”。

闲暇之余，老人们喜欢聚在小花园里

聊聊天、唠唠嗑。荣乐小区内建有8个袖

珍小花园，但因缺少休闲椅，老人们经常

需要从家中搬小凳子出来围坐聊天，既不

方便，又存在安全隐患。于是，在花园里

安装有靠背休闲椅的呼声日益强烈。

居民的需求就是居委会的追求。

对此，荣乐居委会发挥基层党建引领

作用，牵头业委会、物业“三位一体”多

次实地走访调查居民需求，确定安装

点位及数量，并随时进行微调，积极引

领居民自治，共同建造温馨社区。

“业委会很给力，他们经常去找在

小区里闲坐的老人聊天，了解大家的需

求，包括安装位置和数量。原先打算装

30个左右，最后装了40个，后面还要补

装3个。”荣乐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陈君英

说道。经过线上线下的询价、对比，最

终在8个小花园及部分主干道共计安装

休闲椅43个，同时，用防腐木材将东大

门小花园凉棚下的石头条椅包裹起来。

如今，每当天气晴朗时，小花园里

便充满欢声笑语。“有了这个休闲椅方

便多了。”居民王阿姨高兴地说道。

（松江区融媒体中心岳阳街道分中心）

本报讯（记者 梁锋）“方便了居

民出行，街面也整洁了不少，双赢了。”

家住中山街道蓝天一村的卢先生说

道。不久前，蓝天一村居民区党支部

结合舜龙公寓小区与舜龙商务楼、电

信东开分局处于相邻街区的实际情

况，对该区域进行了一次“微改造”。

位于荣乐东路 2055 弄的舜龙公

寓小区、舜龙商务楼和位于荣乐东

路 2057 号的电信东开分局相连，但

由于前期规划缺乏整体性考虑，导

致三个区块的进出口挤在一起，1000
多平方米的空间里，设立了三个机

动车门岗道闸。早晚高峰时，进出

车辆秩序混乱，经常发生交通堵塞

和车辆剐蹭现象。

蓝天一村居民区党支部积极听取

街道各职能部门、片区管委会、小区业

主、自管小组和邻近社区单位及物业

服务企业的意见和建议，多次召开社

区治理联席会议，通过现场多次查看

和充分的沟通协商，最终形成了可操

作方案。按照方案，拆除小区门岗和

“各自为政”的三个门岗道闸，实现统

一设岗。在三个区块交汇出口处增设

一个物业管理岗亭，安装双向道闸，同

时对进出车辆实施分类管理，业主车

辆输入系统管理，临时车辆统一停车

费标准，并对舜龙商务楼沿街空地进

行整改，统一划设停车位，安装灯带，

种植绿化。

本报讯（记者 张小小） 冬季到，

草莓俏，每年春节前夕是草莓热销的

季节。本周，随着全市中小学、幼儿园

全面放假，不少孩子纷纷前往草莓园

采摘（见上图），以此欢度寒假。

连日来茸城气温回升，体感舒适，

松江各处的草莓园也迎来了一轮采摘

高潮。日前，在昆港公路旁一个草莓园

里，许多家长结伴同行，带着年纪相仿的

孩子饶有兴趣地体验果农生活。当天，

这里已经接待了近百名市民，人多的时

候，老板会要求市民戴好口罩入园。

从4月育苗到9月栽苗，再到开花

授粉结果，上海的草莓自然长熟一般

需要两个多月。而经历了寒冷低温的

头茬草莓，往往是所有批次中最清甜

可口的。如今，大棚里的草莓已陆续

成熟，泛着令人垂涎欲滴的油亮红色

光泽。仔细观察，挑选通体全红的草

莓，小心翼翼地摘下放入篮中，看着色

泽光亮、清香扑鼻的草莓渐渐盈满篮

筐，小朋友们心满意足。

目前，市场上售卖的草莓主要有

奶油、巧克力两个品种。据草莓园老

板介绍，小朋友们偏爱奶香味较浓郁

的奶油味草莓，而成人则喜欢巧克力

草莓居多，巧克力品种的水果味更重，

吃口更加清甜。今年因受气温影响，

草莓产量较往年低。除了采摘，草莓

园也有单独零售的草莓，价格略微低

些，但来园里的市民还是更想自己采

摘，体验通过劳动满载而归的获得感，

有的等不及带回家，就先品尝起来了。

对于草莓是否打过农药，该园老

板直言不讳：“草莓没有不打农药的，

否则还没熟就被虫子吃完了。但我们

使用的农药都是低毒、微毒的。”他表

示，职能部门严查再加上果农自觉，上

海地区的用药非常规范，“我们都是过

了7天安全期，才开放大棚让大家进去

采摘的”。

不过，这里还是要提醒市民，理论

上过了安全周期的药物对人体的危害

可以忽略，但建议食用草莓之前还是

要先清洗、浸泡让人更放心、安全。

“现代化的电子屏，让居民、物业、居委会沟通

更加便利；崭新的柏油路面，宽阔整洁；车棚改造、

充电桩增加、晾衣架设计更加便民化；泵房、消防

管道改造，防患于未然……”新桥镇新乐雅苑小区

居民张先生日前在感谢信中这样写道。他由衷地

感谢新桥镇人民政府、城建中心、新乐居委会、施

工单位等在此次旧街坊改造中真正将惠民利民政

策落到实处，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

新乐雅苑小区于2004年底交付使用，十多年

来，很多设施设备老化无法有效运行，尤其供水问

题较为突出。此次旧改工程中，多方合力解决了

供水难问题，并改建了消防管道。针对小区业主

房屋渗漏水现象，施工方积极响应、主动跨前，为

居民解决困扰。

据悉，自 2019 年起，新桥镇启动对全镇范围

内的老旧住宅（包括集资房、动迁房、早期商品房）

整体改造项目。整个项目从居民需求出发，以“一

城多貌”为规划方向制定三年改造计划，区块化整

体推进和实施，力求在房屋功能和社区配套方面

缩短与新建商品房的差距，提升小区整体品质和

居民的幸福感。

旧改项目涉及房屋安全隐患处置、雨污分流

改造、小区架空线落地、环境整治、违法建筑拆除

整治、完善功能与设施等。第一批旧改工程涉及

108 幢房屋，惠及居民 1626 户，共计 15.4 万平方

米；第二批旧改工程涉及 286 幢房屋，惠及居民

5554 户，总改造建筑面积 74.5 万平方米，现已竣

工完成验收；第三批旧改工程方案计划于春节后

启动，涉及 5 个小区共 49 幢房屋，惠及居民 1924
户，总改造建筑面积24.1万平方米。

（松江区融媒体中心新桥镇分中心）

本报讯（记者 梁锋 通

讯员 钱岷洁）“感谢所有

帮助我的好心人。”近日，听

障人士戚先生给中山司法

所送来了锦旗和感谢信。

原来，经中山司法所调解，

他成功取回了 7500 元网约

车租赁押金。

此前，戚先生从上海某

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租下一辆

网约车，支付了 6500元租车

费以及 8000 元押金。该网

约车为新能源车，公司承诺

续航里程为 400公里。但戚

先生发现，该车实际续航里

程不到 200 公里，频繁充电

严重影响戚先生的运营。戚

先生欲与该公司解除租车合

同，但与公司负责人就退还

押金金额争执不下，遂拨打

110 求助。随后，民警联系

中山司法所开展调解。

收到调解申请后，中山

司法所按照工作流程登记受

理，告知双方当事人租赁契

约的基本常识，并选派了纠

纷调解经验丰富、能力出众

的调解员李积林、秦卫东、周

永花落实调解工作。

调解过程中，调解员耐

心倾听双方当事人的陈述，

仔细分析纠纷原因。调解员认为，双方

都有合理的理由和不足之处，并不存在

恶意，考虑戚先生是残疾人，谋生确实

要比一般人困难，应得到适当谅解。于

是，调解员找租赁公司负责人商量，提

议其作出适当让步。同时，调解员又用

纸笔向戚先生解释他的部分违约责

任。最后，双方在调解员的主持下和解

并达成协议。租赁公司退还 7500 元押

金，戚先生支付500元违约金。

本报讯（记者 张小小）《上海市松

江区妇女儿童发展“十四五”规划》日前

出炉。“十四五”期间，松江将进一步融

入妇女儿童事业发展视角，增强妇女儿

童的整体素质，使妇女发展水平继续保

持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儿童发展水

平继续保持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根据《规划》内容，“十四五”期间，

松江推动妇女优先发展的领域包括政

治和社会参与、经济参与、科教文化、身

心健康、婚姻家庭和权益保障，推动儿

童优先发展的领域包括儿童健康、儿童

教育、儿童安全、儿童福利、家庭养育和

成长环境。

在妇女优先发展方面，《规划》具

体设定了 31 个指标，主要包括：完善

女干部的培养选拔及储备机制；拓宽

妇女就业创业渠道，增强妇女经济参

与能力；完善妇女生育保障和社会保

障体系；鼓励和支持女性学习专业技

术；促进妇幼卫生医疗资源优质均衡；

完善家庭支持政策和社会化服务体

系；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切实维护

妇女人身安全，加大侵害妇女权益案

件打击力度等等。

在儿童优先发展方面，《规划》具体

设定了 28个指标，主要包括：加强对儿

童心理健康问题的预防干预；加强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增强儿童法治意

识、安全意识与自护能力；提高儿童医

疗保障水平；保障困境儿童发展机会；

开展规范化、常态化、普惠性的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全面构建儿童友好型环

境，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十四五”期间，松

江将进一步关注妇女发展，提升妇女在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加

大女性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指导，

依托长三角 G60 巾帼创新创业科创联

盟，凝聚吸引女性人才融入长三角G60
科创走廊建设。此外，强调加强家庭文

明建设，弘扬家庭美德，在儿童发展部

分将“家庭养育”作为优先发展领域，将

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等内容纳入儿童发展规划。《规划》

充分考虑到松江的区域特点，将G60科

创走廊、外来流动人口聚集、镇域发展

不均衡、村镇儿童设施偏少等情况，纳

入了儿童发展规划中。在城市规划、社

区建设过程中，体现性别平等意识和儿

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如整合统筹社区儿

童活动场所和服务资源，在街镇层面建

立儿童服务中心，在社区内设立儿童之

家，形成“一中心多站点”的儿童服务网

络。对于特殊困境儿童，将加大精准救

助帮扶力度，加强儿童福利机构建设，

健全困境儿童发现报告、应急处置、评

估帮扶、监护干预机制。培育和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各类困境儿童的救助和服

务，推动儿童福利服务类社会组织的规

范化发展。

记者从区妇儿工委了解到，松江还

将在“十四五”期间开展儿童友好社区

创建暨“萌童乐园·儿童之家”建设项

目，升级改造区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建

设区级学生发展指导中心，建设区儿童

早期发展基地，推进儿童精神医学专科

医师培养和培训。

在十二个领域推动妇女儿童优先发展

松江区妇女儿童发展“十四五”规划出炉

出行更方便 街面更整洁

蓝天一村“微改造”获双赢

新增43座休闲椅，改造1座凉棚

小区“微更新”更贴居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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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相约草莓园 开启“莓”好生活

一封感谢信
里的幸福感

“今天这个活动我是第一

次参与，平时光顾着接单送

单，习惯了‘投喂’他人，没想

到今天也能成为被‘投喂’的

对象，心里感觉热乎乎的。”美

团 买 菜 的 张 师 傅 腼 腆 地 表

示。近日，中山街道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联合街道总工会及

各基层党群阵地，奏响了关爱

活动进社区、进商圈、进阵地

的“三部曲”，以实际行动温暖

户外工作者和新就业群体，让

党群阵地成为户外工作者的

“避风港”，让“寒冬暖心行”活

动为商圈注入一股“暖流”。

“暖心服务”真给力
中山街道“暖心服务角”

设立在各居民区党群阵地，通

过免费提供桌椅、姜茶、热水、

暖宝宝、口罩、工会保险宣传

单等，为快递骑手、外卖小哥

打造“歇脚地”“休息区”。此

外，在启迪漕河泾（中山）科技

园水木园，创蓝云智党群服务

点的暖心服务也温馨“上线”，

在外卖存放空间设立的“茸城

e 家”服务点，为快递骑手、外

卖小哥提供免费充电宝、休憩

座椅、暖心咖啡、防疫物品等。

据了解，近期，中山街道

还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

软糕制作等活动，并将春联、手套、袜子等春节大

礼包赠送给户外职工和新就业群体。

“区域朋友圈”齐助力
连日来，中山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积极协

调 21cake、蜜雪冰城等爱心企业，以及茸和公司、

云间新天地物业等辖区单位，在云间新天地开展

“关爱户外职工及新就业群体区域化寒冬暖心行”

活动，除了为户外职工及新就业群体送上热饮、糕

点、暖宝宝、口罩、消毒湿巾、红糖姜茶等物品外，

还贴心地送上了问候小卡片。

此外，中山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组织党员

志愿者对新就业群体开展问卷调研，收集新就业

群体急需解决的急难愁盼问题。

上门服务添动力
近日，中山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总工会、

司法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职能部门携手将暖

心关爱服务送进上海瑗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志

愿者们为快递小哥们量血压、测血糖，提供健康咨

询和法律服务。活动结束后，还为他们送上了春

联和爱心礼包。

（松江区融媒体中心中山街道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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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志愿者在商圈设摊，提供暖心服务。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