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扇铁门拆了 15分钟，但是
动员说服工作做了三天，而这还算
是顺利的。”日前，凌云街道梅六居
委会书记周国君这样告诉记者。

在推进“美丽楼道”的创建工
作中，老小区遇到了较为普遍的一
个问题：私装铁门。这几乎成了老
小区居委干部工作开展过程中的

“拦路虎”。还好，有的居委干部做
通了工作，开始拆除了部分私装的
铁门。

据不完全统计，凌云街道的梅
六小区58个楼道，私装铁门 31扇；
梅十一村第一居委会小区 64个楼
道，私装铁门 45扇，其他同类小区
的情况基本相似。造成私装铁门多
这一现象的主因，还是“历史遗留问
题”。梅三居委会书记尚艳华说，在
2007年前，这些老小区都没有统一
安装铁门，当时，为了加强安全防
范，一些底楼和顶楼的居民，几家人
合装一个防盗门，后来在 2008年左
右，政府推出平安建设实事项目，统

一为小区楼道安装防盗门，“很可
惜，那时没有抓住契机拆掉这些私
装的铁门”，当时留的这个“尾巴”，
便成了现在“美丽楼道”创建中难啃
的骨头。

居委干部在挨家挨户上门时，
居民的话常常让他们很难开展工
作。有的说，“这是我们自己出的
钱，为啥让我们拆？”有的说，“再增
加一道防盗门，更安全，有啥不
好？”还有的甚至逼问，“如果拆了
防盗门，发生盗窃了，你们赔不
赔？”尽管有的小区工作一时陷入
了僵局，但也不是“铁板一块”。据
记者了解，凌云街道梅十一村第一
居委会已经拆下了 10扇铁门，梅
三、梅六、闵朱等小区经过动员，也
已经拆下了第一扇铁门。

梅十一村第一居委干部的工作
做得巧。居委书记范永平告诉记者，
45扇铁门，一下子全拆除不现实，
怎么办？居委干部一一查访，看看哪
些铁门平时是不关的，哪些铁门已

经破损不堪了，就从这些薄弱环节
着手，上门说服居民。

梅六居委会书记周国君谈到拆
铁门的事情，直感叹工作开展得不
容易。周书记说，小区从 16号开始
动员，到19号才开始拆下第一扇居
民私装的铁门，虽然铁门拆下来只
花了 15分钟，但动员工作做了三
天，前前后后，电话或上门近十次。
不拆下铁门，就不能评“美丽楼道”，
这是硬任务，楼组长一一上门说服，
那幢楼底楼的四户居民中，两家人
家同意了，但还有两家想不通，居委
会出面，将两户居民请到了居委会
开小会。周书记说，说服对方的理由
有两点，一是现在统一安装了防盗
门，实在无再装铁门的必要，二是铁
门时间长了，早已锈迹斑斑，影响楼
道美观，更不符合创全要求。看着居
委干部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最后，这
两户居民点头同意，周国君书记心
里终于一块石头落地。

记者 叶百安

美丽楼道创建遇上“私人订制”
居委干部从薄弱环节入手做工作 拆解一道道“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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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项目居民定夺

乐山八九村位于邻近徐家汇商
圈的虹桥路上，寸土寸金的区域又
是老公房，小区里的公共空间十分
有限，活动场所也少，仅有的活动区
域放置着四台健身器材，但常常要
和停放着的机动车“抢”位置，“居民
锻炼起来身手也施展不开。”就这件
事居民多次向居委会提出希望能够
改善活动设施。

去年，徐家汇街道试行自治家

园建设，尝试以居民自治的项目化
运作模式，引导小区居民积极参与
到小区的各项事务中来，自己管好
自己的家园。乐山八九村作为试点
之一，成立了“居民自治理事会”，听
取了大多数居民的建议后，最终选
定以“改建健身休闲苑”申报自治家
园项目。当时居委会的后墙与小区
围墙之间有一条长长的绿化带，但
是由于其所处位置是个死角，平时
无人光顾，久而久之常有人往里扔
垃圾，卫生环境变得十分脏乱。自
治家园建设带来了契机。经过反复

商议，大家一致认为可以“变废为
宝”，把这片废弃的场地改造成健
身休闲苑。

从居民中来，到居民中去。在统
一意见的基础上，理事会再向每家
每户发放征询表，人户分离的居民
就用电话联系征询。汇总后同意率
达到98%。随后，居委会和理事会召
开了居民代表大会，会上代表们经
过举手表决一致通过了改造健身苑
的自治家园项目。

多年难题一揽子解决

项目上报后，街道领导带着保
障、市政、财务等各相关科室成员来
到小区，实地调研项目实施的可行
性情况，围绕着方案、场地、资金等
各个方面仔细推敲。“他们来来回回
到小区调研座谈了好几次。”吴月芳
说。

经过街道审批拨款，自治项目

进入了施工阶段。这时还发生了一
个小插曲。在这片即将改造的绿化
地旁是小区后门的门卫室，这间门
卫室十分简陋，“就像一间搭出来的
临房，不挡风不遮雨，而且小区保安
没地方上厕所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
问题。”因为物业缺乏资金，改造无
望只能这样将就着。得知小区正在
启动自治项目，门卫师傅向居委会
提出请求，能不能把这间相邻的门
卫室一起纳入改造计划。

“我们觉得这个请求也蛮合理，
一来门卫室不改造跟新建的健身苑
放在一起，形象很不协调。二来这的
确是个契机，可以一揽子解决多年
累积的问题。”居委会和自治理事会
认同了这一想法，于是向街道追加
申请，同样得到街道大力支持。

居民满意率明显上升

“开工前，我们召开了四方会

议，跟施工方、器材供应商等坐下来
协调方方面面的细节。”居委主任杨
丽华介绍说，光是健身器材的安装
位置就进行了多次的磋商。毕竟是
第一次接触这项工作，“我们也没有
经验，常常是边学边做，边想边做。”
在施工中，小区居民也不断提出建
议，经过筛选，把好的建议及时完
善。“自治项目让居民们知晓、参与
进来，有居民的支持做起来就顺利
了。”居委干部深有感触，最近的一
次居委工作满意度调查中，居民满
意率明显上升了。

如今，走进这片长廊型的健身
苑真是眼前一亮，10台崭新的健身
器材一字排开，另一侧放了几把长
椅，还布置了一个小盆景园，那是小
区里喜爱园艺的居民从家里拿出来
的盆栽，由他精心养护，供大家一起
欣赏。新造的门卫室内设卫生设施，
解决了多年难题，门卫师傅说“现在
上班心情老好的”。 记者 许晓红

昔日废弃场 今朝健身苑
乐山八九村自治家园变废为宝回应居民诉求

一条堆满垃圾的绿化带，一间无法遮风挡雨的门卫室，一处常

常被机动车占了位置的健身区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样的

景象就占据着乐山八九村，“去年街道开始推行自治家园项目，我

们是三个试点小区之一，而正是通过自治家园管理，实现了旧貌换

新颜。”居民区党支部书记吴月芳告诉记者。

“99岁柏万青”张秀清、“中国
好人”杨水娣、“有求必应的老代表”
徐伟民……2月 25日，舞台上，上
海评弹名家刘敏和凌子俊绘声绘色
的表演（如图），将天平“活雷锋”形
象活脱脱展现在听众面前，观众席
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广元居民区
党总支副书记周瑜说，评弹广受中
老年居民所喜爱，社区用这种方式
展现“活雷锋”事迹，既感人又亲切。

近年来，天平社区积极培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价值取向。天平党工
委书记王纪远说：“天平社区把学雷
锋树新风定位在社区文化建设上，
以文化传播形式让身边的凡人善
举、好人好事大发扬。”为此，天平社
区编撰出版了《天平活雷锋》社区教
育特色读本，并以好人故事会、快板
书、舞台音乐剧等表演形式，让这些
善举在社区的平台上“微放大”。

评弹名家刘敏在读完《天平活
雷锋》一书后深受感动，认为自己应

该为弘扬雷锋精神、传播人间正能量
作一些贡献。她根据“天平活雷锋”创
作了《天平活雷锋》系列评弹作品在
社区舞台表演传扬。天平社区还将刘
敏的评弹演出录制成视频在社区网
站上发布，方便更多人观看。

“昨天的雷锋就是今天的志愿

者，学雷锋活动要常态化、大众化。”
王纪远说：“以天平文化建设擦亮

‘社区活雷锋’品牌，使 3月 5日变
成365天，让百姓体会到‘天平时时
有雷锋，人人皆可学雷锋；天平处处
有雷锋，志愿者就是活雷锋’。”

记者 吴梅 摄影报道

轻歌曼舞来颂扬 吴侬软语来传唱
天平文化建设擦亮“社区活雷锋”品牌

“创建美丽楼道跟其他工作
有所不同，楼道是关系到家家户
户居民的生活环境，要想楼道环
境真正变好，居民的支持和参与
才是最重要的。”东四居民区党支
部书记高永琴对记者说。上月初
街道召开动员会后，居委会第二
天就召集社区党员、楼组长、志愿
者、居民代表等小区骨干，接连开
了几个层面的讨论会，“通过一次
次动员宣传，大家一起发倡议、找
问题、想办法、定计划，分块包干，
先把美丽楼道的声势造起来，让
居民们知晓并理解这件事，理解
就能支持。”由此，一场美丽行动
在东四开始了。

借东风

“童师傅，你看现在全区都在
创美丽楼道，这已经不是我们一个
小区一幢楼的事情了，你看这堆东
西能不能就此处理掉啊？”这天，高
书记再一次来到小区内一户居民
家，跟男主人攀谈起来。原来这位
居民平时生活节俭，各种物品都不
舍得丢，十多年日积月累地从屋里
堆到了屋外过道上，居民们向居委
会反映了多次，但是居委干部上门
做工作，这位居民还是下不了决心
把堆放物品清理掉。但是这一次情
况有了变化。听了高书记一番话，这
位居民当即爽快表示“好，清理掉。”
居委干部和居民志愿者闻讯都来帮
忙，来回整整装了七八车。清理中问
居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要留下来，
居民果断地说：“我晓得这次活动
对小区环境的重要性，不要留了，
统统丢掉。”

问症结

上个月区领导带队暗访时来
到东四23号楼，发现了楼道内存
在堆物现象，事后，23号楼组长
非常触动：“区领导已经关心到我
这幢楼道，不动不行了。”当晚，居
委干部和楼组长就和居民协商如
何清理楼道。协商中发现，5楼一
位居民在楼道里锁了几把椅子，
为了家里来客人时用，楼组长当
即表态：“以后你家里来人随时到
我家来借。”说服居民清走锁了多

年的椅子。一旁的高永琴大受启
发，随后告诉小区居民：“居委也
备了便民椅，欢迎居民有需要时来
借。”这样楼道里的杂物又能清掉
一批。“如果我们能够针对问题提
出解决方案，才能真正清理堆物。”
高永琴说。

楼道停放自行车也是同样的
道理。“小区目前的停车棚不够
用，放在底楼门前又不放心。”为
此，居委会和物业经过商议，决定
向街道上报方案：划定区域统一
停放自行车，并安装探头，让居民
放心把自行车搬出楼道。

定机制

东四小区原来部分住宅楼实
行了“五位一体”自治管理机制，
每月25日，这些楼的自治骨干就
带头组织清理楼道环境，“有没有
五位一体的楼道面貌是不一样
的。”高永琴说。创建美丽楼道，就
是通过示范力量引导更多居民参
与进来，“平峰填谷”。在前期宣传
动员基础上，居委带领骨干、志愿
者进行了一次集中整治，当天清
理了20多车的堆物。

楼道空了，居委决定把楼道
粉刷一新，让居民感受到整洁的
环境，才有动力去保护它。时间紧
迫，居委急事急办，拿出活动经
费，并得到物业和业委会支援，买
了涂料，居委干部一人承包四幢
楼，边学边做，把楼道粉刷一新，
前后一算，每幢楼花费不足 200
元。记者在小区巧遇23号楼底楼
阿婆，高永琴告诉记者，每次楼道
清扫时，这位 78岁的阿婆就从底
楼往上擦楼梯扶手，阿婆听了笑
笑说：“大家支持支持就好了。”

高永琴的桌上有本厚厚的台
账，里面记录着每幢楼存在的问
题，整治的过程，定期检查的结
果。“保持长效还要靠机制保障。”
居委会形成了一套工作机制，居
委干部承包居民楼，各幢楼的骨
干承包楼面，定期清理和检查，检
查结果在宣传栏公示展开评比，
相互激励。高永琴感慨表示：“现
在不是我一双手在做了，而是居
民们十双百双手一起做。”

记者 许晓红

底楼阿婆也擦起楼梯扶手
东四小区美丽楼道创建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