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面坑坑洼洼、公共设施陈旧、车
辆乱停乱放……近年来，本区2000年
前建成的住宅小区尽显“老态”，出现
路面积水、停车难等诸多问题，给居民
生活出行带来一定影响。为提升小区
整体面貌，提高居民群众生活质量，去
年本区启动城桥镇、东平镇、堡镇、新
海镇4个乡镇12个“生态美丽家园”改
造项目。历时一年多，改造项目现已
基本竣工，32 个老旧小区“脱胎换
骨”，旧貌换新颜。

走进位于城桥镇人民路的西门
北村，记者发现整个小区穿上了“新
衣”，令人眼前一亮——斑驳的居民
楼变成了江南风韵的白墙黑瓦建筑，
坑坑洼洼的路面铺上了沥青，450 多
个新施划的停车位整齐划一，砖瓦结

构的开放式车棚被更为轻巧、耐用、
别致的膜结构车棚代替……居民们
或是三三两两坐着，在新修建的休闲
角里谈笑风生，或是在慢步道上散
步，好不惬意。

“小区改造后，老房子变漂亮了，
我们休闲娱乐也有了新去处。下雨天
路面不再积水，停车位、电动自行车充
电桩也增多了，不用再担心小区停车、
电动自行车充电的问题了。硬件设施
提升以后，我们的幸福指数也上升
了。”居住在西门北村多年的李老伯笑
着说。

西门北村社区党总支书记胡静告
诉记者，此次得益于“生态美丽家园”
改造项目，不仅改善了小区的基础设
施，满足了居民的需求，也让他们有机
会参与到小区建设中，提升了居民的
满意度和获得感。“在实施改造项目

前，我们通过党建微网格体系，充分调
动群众参与制定改造方案的积极性，
居民们有任何问题或者想法，可向各
个片区的网格长反映。网格长即我们
的居委工作人员在听取居民意见后，
会与施工方共同商讨解决。”

晾衣架较少、报箱破旧、车棚顶棚
老化……居民们提出意见后，经过居
委工作人员与施工方的多次沟通，更
换报箱、车棚翻修、增设晾衣架等一个
个项目被纳入改造工程中。

此外，在居委会的发动和引导下，
居民们不仅参与建设，也开始自管自
治，更积极主动地爱护、维护自己的家
园。在施工队粉刷楼道过程中，居民
们协助清扫地面；居民们配合施工队，
主动拆除违章搭建……“如今，小区越
变越美，我们作为小区的一员，会更加
珍惜这个全新的居住环境。今后，从

自身做起，积极参与环境治理，为打造
美丽、宜居的家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居民们纷纷说道。

记者了解到，此次“生态美丽家
园”建设惠及居民 16351 户，完成房
屋、外立面翻修89.86万平方米，完成
主出入口规范化建设28个，增设和改
建垃圾处理站68个，改建休闲广场和
凉亭28个，完成房屋外立面附加设施
安全隐患整治 516 幢，新建和改建停
车位 2267 个，道路改造 27.8 万平方
米，绿化改造10.55万平方米，真正打
造出一幅“白墙青瓦坡屋顶，林水相依
满庭芳”的和谐人居环境。

后续，各小区居委将进一步优化居
民自治、物业管理、业委会运作机制，促
进改造小区维护更新良性循环，让“生
态美丽家园”建设居住面貌长效常态，
让居民们生活得更方便、舒心、幸福。

□ 记者 范立

老旧小区改出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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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苗婷是城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医生。2020 年 11 月 15 日下午，
周苗婷夫妇回家途经山阳四队社场
时，听见附近传来急切的哭喊声，便立
即前往查看。现场，一名男子晕厥在
地，双眼紧闭，面色苍白，其家属正抱
着男子的头晃动，试图唤醒失去意识
的男子。见此情状，周苗婷立即详细
询问病发情况，并安抚家属道：“我是
医生，请您放心！”随后，她为倒地者进
行了现场检查，沉稳判定颈动脉搏动
消失，需即刻进行心肺复苏。紧急处
置后，周苗婷让丈夫拨打 120 进行救
援，自己则迅速跪地对该名男子开始
实施心肺复苏急救，经过多次心肺复
苏和人工呼吸的循环交替，男子终于
逐渐苏醒，恢复意识，面色转好，此时
120 急救车也赶到现场，将男子和家
属送往医院。现场路过的村民都为这
对年轻夫妇救死扶伤、见义勇为的行
为竖起大拇指。男子转危为安后，其
家属第一时间送来锦旗表示感谢，周
苗婷说：“我是医生，遇到这种情况，我
当仁不让要去帮助病人，这是我应该
做的。”

救死扶伤白衣本色
路见危情挺身而出

□ 文明崇明

讲述党的故事
争做强国接班人
横沙幼儿园举行
“童心向党”升旗仪式

本报讯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对幼儿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日前，横沙幼儿园举行了一场庄严
的升旗仪式。

一大早，幼儿园全体教师和孩子
们便来到操场，肃立在旗杆下，做好
升旗仪式的准备。随着仪式开始，护
旗手迈着坚定整齐的步伐走向旗台，
在嘹亮的国歌声中，升旗手将鲜艳的
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全体幼儿及老师
立正行注目礼。

随后，大二班的小朋友与老师现
场表演了节目《红船从南湖起航》。中
国共产党从一艘红船开始的伟大征
程让小朋友们听得津津有味，立志听
党话、跟党走，做强国接班人。

升旗仪式让孩子了解了中国共产
党的光荣历史，在他们心中播下了爱
国爱党的种子。 □ 横沙乡微缩景观里的绿色家园梦

本报讯 白扁豆是石子路，冰棒
棍是围栏，丝瓜络是大树……江帆中
学六年级学生徐纯懿，把身边常见的
材料制作成微缩景观，在上海市青少
年“超级景观秀”活动中屡次获奖。

上海市青少年“超级景观秀”活
动，是一项面向全市中小学生的美术
创作活动，以创意景观模型为主体，对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进行再创作。每
届都吸引数以千计来自全市各区的中
小学生参与其中。徐纯懿的作品已经
连续五年在该活动中获奖。

获奖作品《情暖瀛洲》用冰棒棍、
丝瓜络、白扁豆、花生壳和土布等材料
塑造了一幅崇明农家小院的景象。《人
间有味是清欢》以崇明非物质文化遗
产“灶花”为主题，用木板等环保材料
还原了崇明农家的灶台。《海上花岛》
以花博会为主题，用泡沫板、树枝和黏
土等材料制作了崇明岛的生态美景。

《都市后花园》把订书钉当成城市里的
摩天大楼，用泡沫板、树枝等营造崇明
岛美景。被缩小了十几倍甚至上百倍
的生活场景，带来不一样的视觉感受。

徐纯懿告诉记者，她的奇思妙想
均来源于她生活的崇明岛，作品中的

细节需要用心收集素材才能完成。“向
化镇的灶文化博物馆，花博园的美景，
崇明岛上一花一草，都给了我很多灵
感。”徐纯懿从小热爱绘画和手工，创
作一个作品前，她会先把图案画下来，
再寻找相对应的素材，制作成立体的
景观秀。

徐纯懿的父母也是手工爱好者，

他们家摆满了各类手工素材。邻居扔
掉的泡沫板，自己舍不得扔的棒冰棍，
外面捡的小树枝，乡下收集的土布，

“我的作品都和生态岛有关，我用的材
料大部分都是生活中随手收集的，这
样比较契合环保理念。”徐纯懿说，“希
望我能走遍家乡的每个角落，发现更
多家乡的美，未来创作更多作品。”

□ 记者 郭杨如熠 摄影报道

崇明初中生制作创意景观模型展现崇明美景

▲ 徐纯懿和她的作品《海上花岛》

12个“生态美丽家园”改造工程基本竣工——

机器人宣传员助力
优生优育科普工作

本报讯 日前，新河镇召开 2021
年计生工作实务培训会议，区卫生健
康促进指导中心的科普机器人“申媛
媛”应邀到场为活动加油助力。

“申媛媛”是上海首位应用于生殖
健康咨询宣传领域的机器人宣传员，
可通过人机交互，向用户提供生殖健
康知识、展示网上领取二维码、宣传免
费药具政策等，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
与业务功能。现场，健康家庭代表与
科普机器人“申媛媛”积极互动，开展
健康知识问答，在收获快乐的同时增
长了知识。活动中，代表还通过“爱的
礼物”二维码实现“零接触”领取免费
药具。

科普机器人为培训活动增加了特
色，也为全区优生优育宣传工作提供
了新思路。

□ 区卫生健康促进指导中心

本报讯 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
强势来袭，受其影响，本区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降雨及大风天气。在狂风骤雨
来临之际，崇明各乡镇各部门工作人
员争分夺秒、坚守岗位，奋战在防汛防
台第一线，全力保障百姓生命财产
安全。

新海镇 为积极应对台风“灿都”，
新海镇长征派出所组织全体民警下沉
到各连队散户点，对危房区域居民进
行劝离，协助他们尽快撤离到安置点。

新海居委会提前备足救灾物资，
为撤离人员提供“爱心”餐，并为他们
测量体温、发放口罩，落实严密的疫情
防控措施，让转移安置人员安心无忧。

长兴镇 镇规保办对18家规模以
上在建项目发出台风预警通知，并对
全镇建设工地开展起重机械设备、脚
手架、围挡等临时设施的防台风安全
检查，对拟安置对象进行排摸。

长兴镇城管中队组织人员对全镇
人流、车流密集的区域开展隐患排查，

着重检查店招店牌、户外广告、脚手
架、工地围挡、空调架等设施，对各类
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隐患问题逐一整
改。加强在港船只人员的宣传教育，
引导其提前上岸避险，同步排摸在港
船只拟安置对象。

各村居召集应急小分队，以网格
划分在区域范围持续巡查，每家每户
走访，宣传防汛抗台事项，叮嘱村居民
减少外出，注意安全。并对河道涵洞、
大棚户、危旧房、在建工地等地质灾害
点和安全隐患处进行细致排摸，确保
辖区村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东平镇 镇城管中队、长江派出
所、居委会开展沿街商铺、工地、小区
安全排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户外设
施责令整改；督促工地对塔吊、围墙等
设施进行加固，并对在建工地员工、外
来务工人员、租住地人员劝说撤离。

新河镇 全镇各村居、各部门严格
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共出动外出巡查
317 人次，对在建工地、地下空间、易

积水小区、易积水道路、海塘等150多
个点位进行巡查。

各村居、各部门应急防汛抢险队
伍备足抢险物资，配备应急抢险装备，
确保及时投入应急抢险。各村居落实
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由村居主要
领导上门动员转移，并做好安置点相
关物质保障工作。

横沙乡 各村居分别组织相关人
员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地毯式
排查，并及时做好河道疏通排水工作。

通过入户宣传、公众号、宣传栏等
方式，进行防汛防台的安全宣传，动员
全村村民自我检查，确保在台风来临
前排查隐患，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第一时间开通应急避难场所，增
加各种防台物资，确保一旦发生安全
险情，能及时应对，帮助受灾村民转移
到安全应急避难所，确保村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向化镇 面对台风“灿都”的不断
逼近，向化镇全力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聚焦薄弱环节和短板，特别是台风“烟
花”应对过程中暴露出的路面积水、供
电中断等情况，对重点区域、重点部
位、重点设施、重点企业等加强巡查值
守，持续查漏补缺。

按照“应转尽转 应转早转”要求，
向化镇提前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和船只
进港避风，防汛抗洪应急救援队伍进
入加强值守状态，确保一旦出现险情
灾情能够做到反应灵敏、处置果断、保
障有力、救援高效。

绿华镇 面对台风“灿都”来袭，绿
华镇各村居高度重视，由上而下压实
责任，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带班和
24小时值班制度，做到发现险情及时
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各村居及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对危
旧房屋、简易工棚、户外广告牌等进行
检查，防止因大风引起倒塌和吹落；对
危旧房屋、简易工棚的相关人员进行
劝离；对险工险段进行排查，疏散一切
可能受灾人员。 □ 各乡镇

坚守防汛防台一线 保障人民群众安全

以村规民约为助力
推动文明乡村建设

本报讯 近年来，建设镇蟠南村
以创建上海市文明村为目标，不断提
升乡村文明水平。在这一过程中，《村
规民约》发挥了显著作用。

蟠南村的《村规民约》制定于
2013年，随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和乡
村振兴建设的深入，《村规民约》与时
俱进，进行了多次修改。在2016年的
修订中，增加了移风易俗的条例；在
2020年的修订中，将迎花博环境整治
写进《村规民约》。此外，还增加了大
病补助措施、病人年终慰问、丧偶慰问
等条款。

自《村规民约》实施以来，蟠南村
共拆除“五棚”近4000平方米，整治镇
村级河道 35 条段，装运垃圾 3000 余
吨。党员带头，村民协力，垃圾分类工
作有序推进，宅前屋后变整洁了，邻里
间更融洽了，村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
指数有了较大提升。

蟠南村村民沈兰芳说，得益于《村
规民约》的落实，村民生活有了很大
改善。对健康欠佳、碰到困难的，村里
会及时组织人员帮扶，解决具体问题，
从生活和工作等方面关心他们。

据悉，蟠南村还将进一步完善《村
规民约》，美化村居环境，丰富村民业
余生活，打造崇明的乡村文明新风尚。

□ 记者 姜禄瑶

崇明各乡镇积极作为，全力迎战台风“灿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