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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区长暗访调研时被一村民小组长感动

□记者 杨清悦 摄/文
“谁能想到周末在街上工作时
偶遇的陌生人居然是咱们区长，还
握着我的手跟我聊了很久，嘘寒问

暖的。尤其是区长说要向我学习，
我的心里暖暖的。”顾水芳不好意思
地笑着说。日前，金山区区长胡卫
国在调研手记中讲述了自己在点心
店吃馄饨，进劳务中介“找工作”，在

村委会为民服务大厅“办事”，路遇
60 多岁的顾水芳走街串户上门统计
信息的经过和思考。文中，他特别
表达了对顾水芳的敬意，并表示要
向她学习。

今年 64 岁的顾水芳是亭林镇
亭东村十二组村民，也是一个有着
43 年党龄的老党员（如图）。
“ 撞见”
区长那天，她正和镇外口办工作人
员小沈一起核对外来商户信息变更
情况。
敲门、核对、登记、签字，看似简
单的工作，个中酸甜苦辣只有顾水
芳自己知道。
“ 这活不好干啊，遇到
不理解或者不讲理的人，不仅经常
要吃闭门羹，甚至还要挨骂，我老
了，脸皮厚，这些都能承受。和我搭
班的小沈是新来的，对我们这里的
情况还不熟悉，作为老同志，我有责
任和义务带着她多走走，多了解了
解情况。”实际上，顾水芳在村干部
眼里一直是一位信得过的老党员，
亭东村党总支书记陆英说：
“顾阿姨
虽然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她做事
认真负责，又让人放心，非常难得，
我们村干部都很钦佩他。”
此外，顾水芳也是乡亲们眼中
的好心人。在顾水芳担任党小组
长、妇女组长的这些年里，每当谁家
有困难，她都会尽己所能地热心帮
助，深受邻里尊敬。在 2017 年全镇
“五违四必”环境整治工作中，顾水
芳第一个带头拆掉了自家的违建，
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并协助参与

浦东首届女艺术家作品展暨
“美丽庭院”
共建共享活动在周浦美术馆举行

让艺术美化庭院 让庭院充满艺术
□记者 王平 摄/文
本报讯 “让庭院里的一个角
落、一面单调的白墙成为一幅幅
温馨的画面；让庭院里废弃的水
缸、瓦片、农具等等通过女艺术
家一对一的创意成为一件件巧妙
新颖的艺术品；让村民的小院一
角、小菜园、小花园通过女艺术
家色彩搭配、造型设计、围墙设
计成为一出别样的景观。”这是日
前浦东新区女艺术家联谊会在周
浦美术馆向新区的女艺术家们发
出的倡议，当天在此举行的是浦
东新区女艺术家作品展暨美丽庭
院共享共建活动的启动仪式，该
活动旨在让更多的精英女性积极
参与、主动融入、热情投身于美
丽庭院创建活动，渲染美丽庭院
共建共享。
浦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
沿，以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吸引
着国内外优秀的女艺术家在这里
生活和创作，他们用画笔和创意
见证着浦东的变迁与发展。本次
展览也是浦东新区女艺术家联谊

会成立一周年来的作品集中展
示，邀请了 20 位有代表性的女艺
术家 56 幅作品参展，展览关注从
女性视角的艺术展现力，以及她
们对真善美的感悟，用艺术的方
式诠释蕴藏在心里热爱浦东、热
爱美丽家园的美好愿景和情感。
当天活动中浦东新区女艺术
家联谊会会长焦杨宣读了“美丽
庭院”共建共享倡议书，并与周
浦镇棋杆村妇联和周浦镇界浜村
妇联进行了签约，同时还举行了
美丽庭院创建家庭的亲子创意体
验活动，在场的浦东女艺术家们
纷纷表示愿意发挥自己的专业优
势做美丽庭院的 “宣传者““实
践者”和“美学辅导者”，以主人
翁的姿态投入到“美丽庭院”的
建设中去，为美丽庭院的建设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启动仪式结束后，新区妇联
和新区农委领导先后到周浦镇棋
杆村 18 组、界浜村 2 组走访调研
美丽庭院试点工程建设情况，详
细询问了工程进度、群众反响、
后续计划和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

题困难。并对周浦将美丽庭院建
设和“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
拆后空间利用、中小河道整治、
弘扬文化特色相结合，动员村民
群众共同参与等做法给予充分肯
定，指出美丽庭院建设就是要贴
近老百姓生活，保留乡愁味道，
少一点城市元素，多一点乡村特

色，提升村名群众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此次活动由浦东新区妇女
联合会、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参
与全程指导，周浦镇党委、周浦
镇人民政府主办。另据记者了
解，目前周浦镇已在棋杆、界浜
等 5 个村的 6 个村民小组开展了美
丽庭院的建设试点。

崇明警方快速破获一起盗窃电动自行车案件

窃贼作案后竟到派出所“自投罗网”
□通讯员 许鹏 记者 忻才康
本报讯 近日，崇明警方快速破
获了一起盗窃电动自行车案件，巧
合的是，窃贼与失主同名同姓，且在
其作案后，竟然大摇大摆走进派出
所向民警报警求助。
3 月 4 日上午，家住崇明新河镇
的范先生向新河派出所报案称：自
己停放在村口的一辆刚买的电动自
行车被盗。之后，他在不远处发现
一男子骑着自己电动自行车准备离
去，于是便立即奋力追赶，但最终被
其逃之夭夭。
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开展侦
查，以被害人描述的犯罪嫌疑人逃

跑路线为线索，开展走访排摸。正
当民警在辖区开展侦查的过程中，
派出所窗口却传来了消息。
原来，当日下午，派出所接待窗
口走进一名男子，声称其由于和家
人产生口角和纠纷，来派出所请求
民警帮忙解决。接待民警发觉，该
男子的衣着长相和上午受害人描述
的盗窃电动自行车的嫌疑男子相貌
极为相似，于是立即控制了该嫌疑
人。落网后，该男子对其上午盗窃
电动自行车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原来，犯罪嫌疑人于案发当日
上午，独自一人在一村民家门口“闲
逛”，看见一辆红色电动自行车钥匙
未拔停放在路边，一看四下无人，便

将电动自行车盗窃后驾驶离开，不
曾想，刚刚发动电动自行车，便听到
后边有人追了上来，于是夺路而逃，
最终摆脱了追赶。回家后，因琐事
和家人吵了起来，便于下午和家人
一起到派出所求助解决，衣服也没
来得及换，不曾想，自己一出现在派
出所便被民警认出并控制。
警方随后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描
述，在其楼下找到了盗窃的电动自
行车。而让民警感到巧合的是，该
盗窃犯罪嫌疑人范某竟然和受害人
范某同名同姓。
目前，犯罪嫌疑人范某已被刑
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警方提示：
当前，电动自行车使用量较大，
很容易被窃贼盯上，加之市民朋友
安全防范意识不强，往往将电动自
行车随意停放，或是忘记落锁，或是
忘 拔 钥 匙 ，给 窃 贼 留 下 了 可 乘 之
机。不法人员在利益的诱惑驱使
下，往往铤而走险，导致了盗窃电动
自行车案件的发生。警方在严厉打
击此类犯罪的同时，提醒市民尤其
是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市民，注意提
高安全防范意识，莫因一时疏忽造
成不必要的损失，一旦发现可疑人
员，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了整条埭的违建整治，主动上门劝
说，做村民思想工作。独居老人张
某在向记者谈起顾水芳时，连翘大
拇指，很是感慨：
“我年纪大了，子女
们又经常不在身边，
每当我遇到难处
的时候，第一个想到我的就是水芳，
她也从来不厌烦，不嫌弃我，我想吃
红烧面筋，她帮我买好、烧好，还送
到家里，
亲生子女也不过如此。”
顾水芳平日里助人为乐，与人
为善，因此，她还是村里的调解能
手。有一次，村里两个邻居为了家
门前的水泥地浇筑问题吵得不可开
交，互不相让，村干部调解了好几次
都没有结果。后来，村干部想到顾
水芳与两户村民关系都很好，就请
她出面调解，顾水芳以理服人，以情
动人，最终让双方各让一步，化解了
这个矛盾。
“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一个党
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几天，因
为区长的手记，顾水芳成了村里的
小名人，对此她却很不好意思。不
太会说话的她只是连连说这些都是
她应该做的。记者看来，党员是身
份、是荣誉，但更是责任、是精神，
“不忘初心”这四个字在顾水芳这位
朴实无华的农村老党员身上得到了
最好的诠释。

□速递
宝山区庙行镇
创新反邪教宣传方式
自宝山区庙行镇党委与上海
大学经济学院联手推进高校社区
共建活动以来，推出大学生反邪教
小教员培训项目，该项目由宝山区
反邪教协会、宝山区庙行镇党委联
合东方社区信息苑共同举办，特邀
浦东新区反邪教宣讲员授课示范。
经过专业培训，第一批反邪教
大学生志愿“小教员”在庙行镇各
居委正式“上岗”，并在庙行镇的中
环国际、共康八村及和欣国际等居
委开设了三场“崇尚科学 反对邪
教”主题讲座，700 余名社区中老年
群 众 和 青 少 年 们 参 与 并 与“ 小 教
员”们真诚交流互动。他们纷纷表
示学到了正确应对邪教组织侵扰
的真本领，进一步坚定了拒邪反邪
的信念。“小教员”还在返回大学
校园后，为自己的大学同学们带去
数场反邪教主题宣讲。他们与“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千名高校优秀辅导员校园巡讲和
网络巡礼活动”及由专家志愿者组
成的“湛露”讲坛进高校活动相得
益彰。
通讯员 金善学

青浦金泽镇任屯村成立
“潘金兴法律服务工作室”
青浦区金泽镇任屯村“潘金兴
法律服务工作室”近日正式挂牌成
立。
其工作室的工作范围主要包
括：接待来人来访，提供法律咨询，
调解各类纠纷；为行动不便者上门
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等。工作室将
引 导 村 民 遵 纪 守 法 、尊 重 社 会 公
德，依法维护自身权利，做守法文
明的村民。工作室的建立，将在解
决各类民生关切的问题过程中，起
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同时也为打
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提供便
利。
通讯员 林育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