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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徐文闯）日前，从市
规土局公布的《上海市商业网点布
局规划（!"#$%!"!"）》（公众参与草
案）了解到，一批原本“辐射半径”
仅在周边社区的商圈今后都有望
“升级”为“市级商业中心”，徐家汇
入围市级商业中心，徐汇滨江则迈

进地区级商业中心规划。本次规划
由上海市商务委和市规土局共同编
制，规划期限分为三个阶段：近期
!"&$%!'&(年；中期为 !)&*+!"!"

年；远景为 !"!"年以后，至 !"!"年
全市商业网点建筑总量宜控制在
,())万%-)))万平方米。

沪规划发展市级、地区级商业中心

徐家汇、徐汇滨江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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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蔚萱 记者 姚丽

敏）日前，家住龙南五村的沈老伯
在女儿的陪同下特意来到了到新
长峰医疗服务站对医护人员表示
感谢：“这个小小的服务站，救了我
一条命啊！”
采访中沈老伯告诉记者，他身

体一直还不错，近来锻炼身体或走
路的时候，时不时感到右脚没有力
气，血压有时也偏高，老伙伴们都
劝他去医院做个检查看一看。前几
日，他专程到瑞金医院就诊，头颅
/0提示“腔隙性脑梗塞”，瑞金医
院的医生建议他转到社区医院就
近进行降压药物调整和活血化瘀
药物静脉治疗。当天早上 1点左
右，他独自来到新长峰医疗卫生服
务站开始了活血化瘀的输液治疗，
没有想到，不过几分钟就开始不舒
服，当时喊也喊不出，多亏了护士
及时发现。
从医护人员处得知，当时发现

沈老伯的异常，他们及时关停输
液、给予吸氧，并立即推来急救车。
经过 &(分钟左右的抗休克、升压、
呼吸兴奋等抢救，沈老伯神志终于
逐渐恢复。
据了解，自我区家庭医生工作

推进以来，为了鼓励老百姓首诊在
社区，区卫计委加大了对全科医生
的培养。目前，我区共有 ,$个标准
化医疗服务站，基本都由家庭医生
负责。服务站内除了提供保健、计
生咨询外，也承担了基本的诊疗和
急救的任务。区卫计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服务站在进行医疗服务之
前，要求医护人员问清患者的病
史、过敏史，对于没有家人陪护的
老年患者，各个服务站都能给予高
度关注。需要提醒的是，由于药物
批次不同，对于需要静脉使用的药
剂，患者应在上级诊疗机构使用
&+!次后，方能到服务站进行后续
使用，以确保安全。

家庭医生医技高 妙手回春救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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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之际，重温党的革命史、建

设史、改革史，我们就会发现，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与

其他党派的根本区别，每一位党员

必须终身谨记并为之奋斗一生。

坚守为民之心，对待群众必须

要真情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经历着

深刻变革，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和

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社会利益主

体日益多元，群众利益诉求更加多

样。要真正了解群众所想、满足群众

所需，必须工作上走到群众中去，思

想上处处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

位。每一个政府部门都是群众工作

的平台，以法律援助中心为例，它的

任务就是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而弱势群体往往更加敏感、更加内

向，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尊重服务对

象的感情需要、人际关系需要，设身

处地地为他们考虑维权方式，在法

律的框架下，家庭矛盾能和解要以和

解为先，邻里纠纷能调解要以调解为

先，劳资矛盾能协商要以协商为先。

深化务实之举，服务群众必须

要实干

作为党员干部，特别需要关注

工作方式、服务模式是否符合时代

的变化、群众的要求，并在实际工作

中不断加以改进。邓小平同志强调：

“我们的群众路线，不是满足于那个

热热闹闹”、“我们党的传统，有热闹

的形式，但是归根到底，我们是实事

求是地做深入的工作。”近年来，为

了进一步延伸法援工作网络，我们

到十三个街道（镇）设立了工作站，

到
$).

个居委会设立了联系点；为

在矛盾集中爆发的最前沿接待服务

群众，先后在信访办、法院、劳动仲

裁院设立工作站；为最大程度地方

便群众来访、办事，先后推出中午不

休、
(2&

、
(2!

的接待方式。

坚持清廉之风，履职过程必须

要自律

如果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

主义、奢靡之风在领导干部中大行

其道，必然导致严重的腐败问题，必

然导致国法松弛、党风涣散、世风日

下，最终人亡政息。党的十八大着重

从制度设计入手，从作风规定落实，

大力建设廉洁政治，提出“把权力关

进制度的笼子里”。同时，每个党员

干部的自律同样十分重要，只有台

前幕后一个样，群众才会信任领导

干部。自律首先就是要忠实于法律

和党章，严格遵守法律和党的纪律；

其次，就是要积极履行法律赋予的职

责，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树立起政府

清廉、干部清正的形象，树立起政府

工作的公信力；第三，就是要努力提

高个人修养，立为民之志，养平和之

气，修健康之趣，把心思放在工作和

学习上，坚决抵制物质享受的诱惑、

低级趣味的冲击，真正守住做人、处

事、用权、交友的底线，守住自己的政

治生命线和正确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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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徐琳）
!月 !*日下

午，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
七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高
宏，副主任李关德、汪其才、许建华、
杨逢珉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区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区文明委副主任、区创全工作
领导小组副组长吕晓慧关于本区创
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情况通报；听

取了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徐国文《关
于区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书面
意见受理情况的报告》。

会议审议通过了区人大常委会
!)&.年度工作要点。会议还审议通
过了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人
事任免事项，任命包莉为徐汇区人
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任命
曹庆为徐汇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

四庭庭长，任命刘锋为徐汇区人民
法院立案庭庭长，任命黄汉森为徐
汇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任命左静鸣为徐汇区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庭副庭长，任命李成栋为徐汇
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
长；任命李骏为徐汇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委员会委员。
副区长王珏，区人民法院副院

长崔剑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储
国樑，部分区人大代表、各街镇代表
联络室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七次会议

! ! ! !小广告不是影响小区卫生的
“顽症”———而是“绝症”。九旬的于立
山和小广告斗争了近 -年，他几乎每
天都到小区里揭广告并记下“战果”。
按他的记录，从 !))*年到 !)&$年，
他一共铲除 &*)))余条小广告。近
日，于立山获“上海市杰出志愿者”
称号，受到了市委书记韩正的接见。

受于立山的感染，小区的居委干
部和社区党员都养成了随手揭广告的
习惯。问题是，小广告的阵势似乎不见
削减。但除了这种西西弗斯式的重复
劳动，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一层爬到六层扫楼除广告

枫林街道龙山新村的居民都熟
悉这个形象：背影削瘦的白发老人，
一手拎小桶，一手握刷子，出没在小
区每个角落；他用沾了水的刷子扫
过每一张黑广告，再把泡软了的广
告纸逐张揭去；用不了多长时间，同
一个位置又被新的广告覆盖，于立
山再次出现，用同样的步骤、同样的
节奏，重复着同一件事。
于立山所属的龙山新村第一居

委会管理着 (1栋楼。最开始，于立
山经常“扫楼”除广告，防盗门普及

之后，他退出了居民楼。但小广告发
布者没有放弃这块阵地，楼梯和墙
面上的漆刷广告越发肆无忌惮。
有些居民看不下去，邀请于立

山进楼除广告。于立山收集了一些
别人装潢用剩的涂料，拎着小桶进
楼。“从一层爬到六层，一边刷墙一
边数，一共刷了 -$个广告。”说起这
事他很有成就感，顿一顿，又说，“现
在老了，爬不动了。”

“我老是在下过雨之后见到
他。”龙一居委会党总支书记顾钟建
问于立山，雨后地滑，你怎么这时候
出来揭广告？于立山说，广告纸被雨
浸泡，揭起来特别利索。
紧邻小区的几条马路，也是于

立山经常走的地方。一次，于立山沿
着中山南二路除广告，被一个年轻
女孩注意到。女孩跟着他从中山南
二路走到天钥桥路，又走到零陵路。
她拿出手机给于立山拍了照，又帮
着他一起揭广告。于立山经常想起
这件“好玩的事”，这是他唯一一次
在小区之外得到认同。
有时候，于立山会撞上贴广告

的人，他告诉对方：“我们要创文明
小区，你不要再来了。”有人绕道而
走，有人根本不理睬他，于立山只好

跟着对方，“他贴一张，我撕一张，刚
贴上的纸撕起来最方便。”

等不及“彻底的解决办法”

对老人的执着，居委干部既感
动又担心。“于老年纪大了，我们想
劝他不要忙活，却不能给他一个好
的理由。”顾钟建解释，“我们无能为
力。遇到‘迎检’的时候，居委干部和
社区党员都变成了‘于立山’，全体
出动铲除小广告，检查一过，又只能
眼睁睁看着小广告卷土重来。”

于立山把小广告分为几大类：
通下水管道的、办各类假证件的、治
各种疾病的、安装宽带的。他记下出
现频次最多的一些手机号码，交给
了居委，让居委干部打电话制止对
方的行为。
“有的是空号，有的没人搭理，

总之都是徒劳。”居委会主任朱健类
告诉记者，曾经有人提倡用“呼死
你”策略对付广告发布者：不断拨打
广告上的电话，向对方进行“疲劳轰
炸”，结果是，对方也采用了同样的
办法，反过来骚扰拨打电话的人。
“以前的人用浆糊贴广告，手里

拿着浆糊桶，很好认，我们可以有针

对性地劝阻；后来贴广告的人越来
越小心行事，他们用上了双面胶，你
只知道有人在你眼前走过，却很少
能发现他身后的墙面上留下了一条
小广告。”朱健类说，和广告发布者
的斗争从没停止，“但每个回合都是
他们赢”。

“我是老党员了，退休后总想为
小区做点事，力气活干不动，看着这
些闹心的小广告，觉得自己可以帮
点小忙。”于立山等不及谁来给一个
“彻底的解决办法”，继续巡视着小
区……

记者 钱蓓（摘编自《文汇报》）

-

年来，他撕下了
&*)))

余张小广告。虽然治不好“城市牛皮癣”，但他始终坚持着

于立山：他贴一张 我撕一张

（上接第
&

版）2月25日，区卫计委
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
员大会。会上将前一阶段通过召开
专题座谈会、实地走访调研、个别访
谈、梳理信访件以及领导接待日等
形式，收集到的系统内党员领导干
部、领导班子在“四风”方面存在的
16个突出问题，逐一进行了列举。
“这16个问题，是‘四风’在工

作生活中的突出表现，也是广大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这次在大
会上列举出来，也是为了让当事人
‘红红脸，出出汗’，在整改的过程中
有方向。”区卫计委主要领导表示列
举的问题必须通过这次教育实践活
动切实加以解决。
据了解，区卫计委第二批教育

实践活动采取统一部署、依次推进、
压茬进行、“一级带一级”的方式开
展。第一茬为区卫生计生委，第二茬

为区卫生计生系统事业单位，第三
茬为社会办医疗机构党组织。会议
要求，在下一阶段的活动过程中要
严格落实责任，坚持领导带头，对于
提及的问题能改的抓紧整改，暂时
没有条件办的要提出下步整改意
见。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无论是查
摆问题、剖析问题还是解决问题，都
要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让群众知
道改什么、怎么改、改得怎么样。

! ! ! !

本报讯 （赵华生）今年的 $

月 $日是全国第 &(个爱耳日。区
残联在全区各社区开展了“爱耳护
耳，健康听力”主题宣传活动，同时
为符合条件的听力障碍居民申请
免费助听器。

家住斜土社区的许多听力障
碍居民早早来到医学院路上的爱
耳日活动宣传点，听取专业人员耳
科保健知识讲座。许多已经佩戴了
助听器、但觉得不舒服的居民还与
眼耳鼻喉科医院的医生进行了面
对面的沟通。

上海眼耳鼻喉科医院医生介

绍，佩戴助听器是听力障碍人群走
进社会和正常生活的最好办法。目
前，助听器已由模拟信号过渡到数
字信号，由单耳助听过渡到双耳助
听，由耳道式过渡到耳背式。只要
正确选择、科学佩戴，就能极大提
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爱耳日里，区残联还为 !))名

进行医学鉴定和审核后符合要求
的中重度耳聋患者免费进行了助
听器的配发，同时进行科学指导和
佩戴后的跟踪服务，提高大众爱耳
防聋知识，让广大听力障碍居民享
受健康听力，享受美好生活。

“爱耳日”里助残忙 科学助听更健康

于立山（左一）指导志愿者如何快速揭去黑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