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关辛 通讯

员 金科德 冯联清）5月 10日，
第二届“活力龙华 健康大家”社区
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式暨“两新”
组织白领羽毛球专场比赛正式拉
开帷幕。这是龙华社区 2012年以
来举办的第三场“两新”组织白领
羽毛球赛，来自“两新”组织的十七
个参赛队近百名选手参加了男单、

女单和男双比赛。
据悉，第二届“活力龙华 健康

大家”社区全民健身运动会将持续
至今年年底，运动会包含五大竞赛
项目：篮球、乒乓球、羽毛球、飞镖、
棋牌，四大展示项目包括广场舞、
排舞、交谊舞、才艺嘉年华。居民走
出家门，白领走出格子间，分享运
动带来的健康快乐。

为了更好地开展全民健身运
动，调动社区居民健身的积极性、
为居民们开放更多的健身场所，龙
华街道与辖区内数十家学校合作，
开展“校园运动场”活动。居民仅需
刷一下绿色的“健身卡”，就可以
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到离自己家
最近的学校运动场去参加健身活
动。10年来，有3千居民先后办理
了“健身卡”，积极参与了龙华社区
的各类健身活动。

龙华社区全民健身运动会启幕 （上接第
!

版）

综合各方意见，枫林社区党工
委认为，要密切联系群众，做好服
务，首先要解决碰不到面的问题。几
经商议，大家认为转变工作作风，要
从制度上改变，探索符合群众实际
需求的服务方式，决定在31个居民
区试行居委错时上班延时服务制
度。每个居委会每天安排一名居委
干部当值，上午晚两小时上班，下班
时间从17点延迟到 19点，为下班
后回家的居民提供所需服务。

一天傍晚，黄家宅居委干部延
时工作时，听到外面传来了吵闹声，
只见一名男子推搡小区里一位老
人，叫骂不断。居委干部当即上前阻
止男子的行为，这名男子看到居委
干部出面，只得悻然离去。在家庭纠
纷中脱身的老人对居委干部说“幸
亏有你在”。从4月1日起，黄家宅
居委会按街道要求，开始实行错时
上班延时服务，“考虑到现阶段上午
创全任务比较重，我们把错时安排
在下午，当值人员下午晚两小时上
下班。”戴书记告诉记者，这项制度
在联系和服务居民上起到了作用。
这个时段居委会比较清静，戴书记
就邀请个别居民来聊聊天谈谈心，
疏解情绪。

东安苑居委会恢复了过去在小
区巡查打更的老传统，并且得到物
业公司的支持，由保安人员在小区

巡查时同步播放事先录好音的“小
喇叭”，提醒居民注意安全，关门关
窗关煤气。“我们先在东安花苑试试
看，根据居民的反响再进行下一步
的推行。”居民区党总支陶书记说，
不过已经有居民在说，听到小喇叭
的提醒，心里感到老踏实的。最近恰
逢小区有两幢居民楼在进行加固改
造的签约工作，延时工作的居委干
部还利用这段时间跟上班族居民沟
通，做做工作。

据悉，错时上班延时服务已在
枫林社区各居民区全覆盖，在 2个
小时的延长工作时间，居委干部接
待居民来访，并会同保安、志愿者做
一次小区巡查。枫林派出所向所长
告诉记者，派出所支持错时上班延
时服务制度，要求社区民警多下社
区，关注防范重点，案件高发地区，
做好对居民区治安防范的指导。街
道副主任蔡宏备表示，错时上班延
时服务制度将进行 6个月的试行
期，实施后街道班子又到居民区听
取了居委会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居民的反响，并根据大家的意见
和建议，进行不断完善。

据了解，有的居委会还根据实
际情况把错时上班延时服务的时间
段进行了相应调整。街道领导表示，
鼓励居民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和尝试，使这些为民便民制度不断
贴近群众需求。 记者 许晓红

消失多年的“小喇叭”又响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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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听取居民群众的意
见、建议。截至本周，共收集到市政
管理、作风建设、社会保障等各类建
议143条，其中40个问题已经基本
得到解决，对于一些情况复杂、难度
较大的问题，街道正与各委办部门
开展专题讨论，协同解决。

据统计，田林社区老小区多，
售后公房小区多，居民反映最多的
问题集中在“三子”———杆子、管子
和椅子问题。田林十一村居民区的
美乐小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建
造的小区，居民老龄化程度高。街
道书记、主任到居民区听取民情民
意时，小区内的居民代表提出，最让
小区内老年人困扰的就是楼道门口
缺少扶手栏杆。老人们表示，楼道口
的防盗门向外开，外出归来时拉开

门需要后退两步，门外即是几级台
阶，腿脚不便的老人容易在后退时
因没有合适的扶手处而摔倒。

问题反映后，街道立即协调相
关科室着手进行解决，没几天工
夫，美乐小区 10幢居民楼前都装
上了不锈钢栏杆扶手。小区内的老
人们在此次扶手安装中受益，乐开
了怀，一个个都说，有了这个扶手，
就好比身边多了个搀扶的人，在开
门时更加平稳、更加踏实。

听闻美乐小区的“杆子”装得
好，其他小区的老人们纷纷跑来
看，夸赞街道的这个举措做得实、
做得好。在社区老人们的欢迎下，
田林街道近期又投入近 18万元，
加大“杆子”的覆盖度，为 15个老
小区的居民楼安装扶手杆，让老人

们回家的“最后一公里”不再有安
全隐患。

针对“管子”———下水管道的老
化和变形问题，街道将其列入了小区
综合改造总体方案，适时统筹更换；
居民反映的“椅子”问题，是指健身场
地的休息椅子数量过少，街道也陆续
在9个小区健身点增设了近20个椅
子，并有计划地持续增加。

“三子”问题的反映和解决，正
是田林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取得的重要成果。田林一位分管领
导表示，让机关干部主动“走下去”，
到群众中去，把问题带上来，采纳好
的建议方法；让群众“站出来”，融入
社区共治，更加关注社区发展、参与
社区建设，共同改善社区民生。

记者 关辛 通讯员 汤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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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洋房怎样更“健康”
湖南社区科技节为推广节能环保方式支招

“现在的高楼大厦都是好多建筑
‘挤’在一起。而老洋房基本上都是
独栋建筑。这样的低密度布局有利
于采光和自然通风，而且可以在老
洋房的外面种很多树。我们都知道，
多种树是非常有利于生态环境的，
同时也减少能源消耗。”5月 7日，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张溯
之的《优秀的历史建筑以及历史建
筑生态保护》讲座，让生活、学习、工
作在武康路上的人们，从环保节能
角度，重新认识了老洋房建筑。

4月 28日至 5月 23日，湖南
社区以“老洋房、新生态、新生活”为
主题，以“绿色洋房，和谐生态”为特
色，举办了科技节系列活动。

世界小学就坐落在有“万国建
筑博览会”老洋房特色的武康路上。

“这些建筑是不是很熟悉？没错，这
就是世界小学周围的老建筑。其中
最有特色的是这些老洋房了。”张溯
之的讲座开场 PPT展示就引起了
学生们的兴趣。

“现在城市里许多建筑是玻璃
外墙，会像温室效应一样闷热无比，
于是我们不得不开空调，而且，城市
高楼密密麻麻的，挤在当中的建筑
很难通风，就像人被挤在人群中的
感觉，很难受。可是，开空调是对环
境有伤害的。”张溯之从老洋房独栋
具有的低密度、楼层少、高绿化率基
本特征入手，揭示老洋房节能环保
奥秘。“老洋房就像是森林里的一座
城堡，不用开空调就会很阴凉很舒
服。这是因为老洋房的墙很厚很密，
利用了砖头材料的特点达到了冷空
调的效果，再加上周围的林荫大树
遮挡太阳光，就更加舒适了。这就是
老洋房本身的生态性。”

湖南社区刘烨说：“科技界各项
活动都引导社区学生从学校附近环
境幽雅的老洋房生态环境入手，对
自己生活周边洋房的现在、未来的
建筑结构进行大胆地设想，进而引
导学生关注并讨论有关生态环境、
节能环保等问题。”

早前，世界小学的学生和社区
青年志愿者一起，对武康路上的老
洋房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对住在
老洋房的居民发出了一连串的问
题：“您居住的老洋房是什么样式
的？什么时候建造的？”“居住在老洋
房里觉得满意的是什么，还有什么
需要改进的？”“住在老洋房里最让
你们留恋的是什么？”

学生马潇樑用“一次难忘的采
访活动”记述了他的考察结果：“这
幢房子感觉很舒适，冬暖夏凉，住
户都比较满意。在老洋房的后花
园，空气清新，还可以休息喝茶。但
有些地方需要改进，比如说煤灶太
多太乱。”

“这些花园洋房的年龄和我们
的爷爷奶奶差不多，有的甚至比我
们的爷爷奶奶都大。人年纪大了身
体就会变差。这些老洋房年纪大了
也会变旧变老，里面也慢慢出现了
很多问题。”马潇樑说。学生在实地
考察中也开出了“墙蛀、墙裂；屋顶

渗水、开裂；门窗生锈、光线昏暗；无
法安装空调”等“老洋房的病历单”。

那么该如何“治疗”呢？张溯之
介绍道：“如果为老洋房撑起伞或者
披上雨衣，就不会漏水了。”

她介绍说，老洋房的屋顶和墙
之所以会渗水是因为屋顶和墙上
产生了很多裂缝。现在有一种新发
明的特殊防水材料，它不仅仅覆盖
住了房子表面，还会向下填充屋顶
和墙内部的缝隙，原本有裂缝的屋
顶和墙面又变得完整，也就不会再
渗水了。张溯之用形象生动的比
喻，向学生们介绍了怎样将新型节
能环保材料运用于上海老洋房的
保护。“老洋房因为种种原因无法
安装空调。和冬天多穿衣服保暖的
原理相同，我们可以在老洋房墙外
多‘裹’几层，那样，夏天热空气进
不来，冬天冷空气也进不去，不就
冬暖夏凉了么？”

“其实现实中的墙体保温材料所
运用的原理类似于给墙‘穿衣服’的
过程。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衣服’
的选择与‘穿’的顺序。最内层就是
我们的墙体本身。第二层是一层粘
合剂，用来连接第一和第二层。第三

层是一种很像蜂窝的特殊保温材
料，学名叫做聚苯乙烯。第四层材料
砖、石、木的墙体保温，目前采用的
是一种特殊的砂浆材料，也具有很
好的保温性。第五层叫‘耐碱玻璃纤
维网格布’，它的作用和第二层差不
多，就像胶水一样，就是一种粘合材
料，同时也可以起到加固的作用。第
六层就是水泥层。第七层所谓的弹
性腻子，其实就和我们玩的橡皮泥
一样，可以捏成各种形状用来填补
墙中的缝隙。”张溯之说，“希望同学
们今后能当老洋房的保健医生，亲
眼去看看它，走近它，并且开动脑
筋，寻找更多的新型材料来让老洋
房更加‘健康’。”

5月 14日，“老洋房文化传承
基地”在世界小学揭牌。主办方还
开展了“畅想绿色洋房”科学幻想
绘画、建模创意大赛。希望学生通
过科幻画的创作，用艺术形象反映
建筑与未来能源、建筑材料利用的
发展；通过利用各种变废为宝的环
保材料搭建新生态老洋房，用生态
点缀洋房，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
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让科技融
入新生活。 记者 吴梅

用环保材料搭建的新生态“老洋房” 吴梅 摄

2013年一共 248个法定工作
日，他共审结案件415件。自 2002
年开始作为主审法官审理案件开
始，已累计结案2465件。上述这些
数字，是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一庭审判长朱翔办案成绩单的一
部分。朱翔主审的形形色色的案件
中，没有一件因为判决不公而被投
诉。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他
主审的案件中败诉的常客，却给他
送来了锦旗，“公平公正、不偏不
倚”是对他的评价。

2011年 10月 8日在华山路、
肇嘉浜路、漕溪北路交叉路口，发
生一起交通事故。2012年7月，原
告将练某某、某科技公司、事故车
辆的保险公司作为被告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的医疗费、营养费、护理

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
抚慰金等损失高达200余万元。

朱翔收到案件后，通过仔细阅
卷，发现本案不但涉及的赔偿金额
高，当事人的矛盾可能激化，而且
由于事发后只有一方陈述，另一方
当事人在事故发生后未苏醒不能
陈述事发细节，而现场监控录像又
未能反映事发当时的全部过程，故
交警部门无法对事故责任作出明
确认定。

在朱翔的精心审理下，法院在
结合双方当事人所驾驶交通工具

的性质、过错程度及事故发生的原
因力等因素，判定被告练某某应承
担 80%的赔偿责任，剩余 20%的责
任由原告夏某某自行承担。判决
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调解工作是法官审理民事案
件过程中的重要部分。朱翔以其专
业的素质、耐心的分析赢得了当事
人对他的信任，在他审理过的案件
中调解率达到30%。上述这件疑难
的矛盾激化案件在结案之后，原告
为追索后续发生的医疗费、护理费
于 2013年再次向法院起诉，这次
经过他的耐心说理，原、被告双方
达成了一次性的最终赔偿调解协
议，被告方按时支付了钱款，至此，
这起长达近 2年的巨额赔偿纠纷
案结事了。

公平公正 不偏不倚
———记徐汇区人民法院朱翔

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