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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曲阳

家风家训

“代理主任”的白色事件簿
社区晨报记者 龙廷恺
李娜是虹口区曲阳路街道曲二
居委会本次轮值的“代理主任”，
上
午还没到上班时间，她就已经到办
公室把东西放下，随后穿上蓝色马
甲开始了区域巡逻，等到八点半正
式上班的时候，她已经几乎走遍了
整个辖区内的垃圾分类点位。“每
天上午八点半左右是垃圾分类定时
定点投放上午时间段马上结束的时
候，我必须到各个点位上去看一看
志愿者们值守的情况，以及确定有
没有填写白色的值守记录表。”李
娜这样告诉记者，
作为代理主任，轮
值期间的两周，几乎每天都要在正
式上班前做一次巡逻，这是身为
“代理主任”的所必须要做的事情。
“代行居委会主任的职责，我就必
须了解辖区内的基本情况，以便找
出问题，
再由其他同事们解决。”
在居民区内走一走是每个居委
干部的必修课，
尤其是“代理主任”
更是必须每天把辖区内的各个角落
走一圈，在这个过程中对发现的问
题马上进行协调解决。
小区地面上所画的白线是圈定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区域的重要
标志，但非机动车的车主们总喜欢
停在白线外，李娜每次看到都会马
上整理好这些车辆。面对一些废旧
的非机动车，她也会流露出无奈的
表情，它们平时停在小区里有碍观
瞻，
或是不停在规定区域内，但只要
集中清理行动一开始，它们的主人
就出现了，
一句“我修一修还要继续
用的”就只能让它们继续存在着。
“一根飞线也不能放过，我马
上打电话。”当李娜注意到一根从
窗户外垂下的白色电线时，她马上
拿起了电话。“这种从家里垂下电
线给电瓶车充电的情况，我们叫
‘飞线’，这是很危险的行为，很容
易造成火灾，所以我必须马上联系
负责这一块的同事来联系解决。”
李娜一边说，一边还在仔细观察方
位和楼层。
对别人来说，
这可能就是
走过路过看到一根电线而已，但对
于李娜而言，
这就是一处安全隐患。
在和同事进行了一番电话沟通
后，李娜来到了小区里的“蛋壳公
寓”，这里是小区内餐饮、租户聚集
的地方，
而当她走到这里的时候，一
—一根白
个“大麻烦”正在发生——
色的雨水管道正在大量流出含有泡
沫的污水，同时由于附近的下水道
口有堵塞导致了这些污水满溢到了
路面上，
行人纷纷躲避，
老人们则放

“代理主任”李娜

慢了脚步。李娜马上拨通了物业经
理的电话，
对方马上就赶了过来，两
个人根据管道长度判断是可能是旁
边一家单位的宿舍内的洗衣机排放
出来的。
“我可以配合你们工作，但你
们不能马上就说是我们排出来的
呀，
凡事都要讲依据和道理，对不对
啊？”单位负责人并不承认是其员
工宿舍内排放出来的洗衣机污水。
“但 你 们 宿 舍 已 经 是 最 高 层
了，上面没有住户了，不是你们，还
会是谁呢？”物业经理把身体探出
窗外看了几次。
“那不能这样说的呀，我们现
在洗衣机也没在运转，员工告诉我
衣服是昨天晚上洗好的，现在还在
排水的话，
肯定不是我们啊。”单位
负责人也在据理力争。
“好了，我们以解决问题为优
先，再去看看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届
时需要您配合的话，
我们再联系你，
您看可以吗？”李娜马上阻止了还
想继续说的物业经理，单位负责人
表示同意后，两个人离开了这家单
位。就在两个人以为要用梯子爬上
更高的楼顶查看情况的时候，物业
—有三根白
经理突然发现了细节——
色的细管道插在主管道上，这可能
是现在生活污水还在排放的原因，
两个人马上走进公寓内敲门调查。
“你好，我们是居委会和物业
的，麻烦开一下门。”打开门的是在
附近工作的店家员工。
“是你们家在使用洗衣机吗？
马上先停一下好吗？污水排到地面
上了，大家走过容易滑倒。”该员工
马上暂停了洗衣机的运转。
“麻烦你给我一下你们店长的
电话，我们来联系他解决这个问题，
在那之前先请你不要使用洗衣机，
以免地上再都是污水。”员工表示，

需要联系店长来解决，随后给出了
店长的联系方式。
找到问题源头和联系人之后，
李娜和物业经理告别，回到了居委
会办公室，她马上穿上了作为人口
普查员的白色马甲，开始接待特意
上门前来修正信息资料的居民，再
把这些信息录入到电脑里，并仔细
比对。
居民离开后，她一边操作着电
脑，一边问同事们之前巡逻中发现
的问题是否解决了，还把在“蛋壳
公寓”遇到的问题告诉了居委会主
任王国霞，经过一番讨论，
两个人在
解决问题的方式上达成了一致，然
后各自联系相关人员。
“身为代理主任，就是要帮居
委会主任分担这些事务，能够协调
其他同事解决的问题就让大家群策
群力解决好，但如果遇到了麻烦事，
还是需要王主任帮忙出面解决问
题，这个过程中也是我学习的好机
会。”李娜一边把所遇到的问题写
在笔记本上，一边对记者说。“作为
一名党员，在社区工作中承担更多
的责任和任务是必须的，代理主任
制度的实行让我可以更多地参与到
社区治理中。以前只是做好条线工
作，现在通过‘全岗通’达到‘治理
通’，再延伸到在‘代理主任’岗位
上的实践，这是对我工作能力的考
验和锻炼。”
曲阳路街道党工委书记谢海龙
表示，曲阳路街道以党建引领下的
“全岗通”着力提升社区治理规范化
和精细化水平及社区治理的效能，
通
过“代理主任”机制的试行则有效锻
炼和夯实了“全岗通”的基层队伍，
使得“全岗通”各项社区治理工作能
够真正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实现
“一岗都通、能通、会通”，切实提升
广大居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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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芷江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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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明星 家风楼 的幸福密码
社区晨报记者 张翠玲
实习生 姚怡
“付出，
福报就多；
感恩，
顺利
就多”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
小而不为。”
“勤俭持家，和睦相
处。”
“孝、
恭、
善、
勤、
俭。”
“孝敬
老人，
严教子孙；
尊老爱幼，
亲穆存
心。”……静安区虬江路 1488 弄
5 号楼内“晒”出来的家风家训，
有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警句，
有的
是自家总结的朴实无华的话语，
而
每一句总结凝练的“家风”背后都
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家风故事。
家住城上城小区 5 号楼 10
楼的蒋梅云家庭，是芷江西社区
有名的“孝亲家庭”。四位长辈曾
和孩子们同住一个屋檐下且彼此
之间互敬互爱、互相帮助、
从不脸
红吵架的大家庭却实属难得。
年过花甲的蒋梅云阿姨，是
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作为一名巾
帼志愿者，她对待邻里热情热心，
对待志愿服务工作真诚负责，特
别是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居
民区换届选举、静安区创建复评
全国文明城区、人口普查等行动
中起到了积极引导和带头作用。
此外，她还是“城悦”志愿者工作
室的骨干志愿者以及城上城北区
的楼组长负责人，为小区居民义
务站岗值勤、
调解邻里矛盾、
组织
楼组活动。在最近的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行动中，她积极报名当
了普查员。
蒋梅云兼顾社区志愿工作的
同时也照管好家里。这当然也离
不开家里人的理解和支持。她的

社区自治

丈夫吴杰章不仅会动手翻新家里
的旧家具、
刷新墙面，还会挤出时
间帮助妻子分担家务和帮厨，因
为他坚信夫妻之间的理解和信任
是维持家庭和谐的关键。此外，
吴
杰章还是一名孝顺女婿，隔三差
五将 94 岁的丈母娘接过来与他
们同住，精心照顾，
毫无怨言。
前些年，他们夫妻二人还主
动为女婿分忧，接原本住在三兴
居民区的亲家公来家里同住，三
位老人同住，相处和睦、其乐融
融。特别是当其亲家公出现认知
方面的困扰，经常因买菜或出门
溜达后迷路时，夫妻二人总是第
一时间将其接回。
后来，
他们将这
一现象及时告知了当医生的女
婿。
女婿十分重视，
将写有家庭住
址和联系电话的“纸条”放在其
父亲的衣服口袋里，也感恩二老
对其父亲的精心照顾。
无论是热心居民区志愿服务
工作还是尊老爱幼，蒋梅云都身
体力行地给女儿树立一个示范榜
样。
在家庭教育中，蒋梅云夫妇始
终以“尊老爱幼，亲穆存心”为家
风家训，告诫女儿在学习、工作中
都要本分踏实上进，在家中要做
到孝顺老人。就是在这样质朴的
家风家训熏陶下，外孙女乖巧懂
事，
对语言学习感兴趣，
大学在读
就已经熟练掌握了三门语言。正
在创业的女儿吴妍莉，由于工作
时间有较大的弹性，平时就经常
可以帮忙照顾家里的老人。
在蒋梅云家庭的带动下，楼
内更多家庭积极亮家风、传家训，
营造了孝老爱亲的好楼风。

普陀·桃浦

一举两得换“柿柿”如意

社区晨报记者 李红霞
深秋时节，金黄色的柿子挂
满枝头，硕果累累。在普陀区桃
浦镇祥和星宇居民区，有 4 棵柿
子树，这本该是小区内一道靓丽
的风景，却为居民带来了一些烦
忧。“柿子熟了落在道路上，被
来往的车辆压坏，道路被弄得很
黏又不卫生。”路过的居民颇有
抱怨。
掉落在地上的柿子不 仅 给
物业的清洁工作增加了难度，更
引发了居民之间的矛盾。“有的
居民用竹竿去摘柿子，不仅损坏
了周边的枝叶，还引发了业主之

间的争执。”祥和星宇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顾培红说。为此，居委
会立即同物业第一时间商讨对
策，想到把高处树梢部分留作观
赏，其余柿子统一摘下，并分发
给社区内的高龄独居老人。“这
些柿子落在地上影响环境，送给
老人们还能物尽其用，可谓是一
举两得。”
目前，这 4 棵柿子树低处的
柿子都已摘除，并已陆续分发给
小区内的 9 位独居高龄老人。
“收到这份特别的柿子，我们都
很感动，平时居委会有好事都想
着我们。”收到柿子的老人们笑
着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