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农民上了楼 管理跟进楼

松江区小昆山镇巧解楼道治理顽疾

□通讯员 丁艺婕 记者 贾佳

法治论坛开到家门口
进入翔昆苑，随着醒目的“中国

梦”三字进入视线，一幅“法润翔昆，
德法同行”的画卷就此展开。沿小
区中轴线从北到南，道路两旁，法治
标语、法律格言制成的各种花草标
牌点缀在绿化中，远远望去，既美丽
又庄重。每幢居民楼大门上都张贴
着“多关一次门，少发一次案”的提
示语。

翔昆苑居民区地处小昆山镇集
镇区西片，有2915套住宅，总人口
6647人。作为动迁安置房小区，翔
昆苑面临的难题很多，很多居民还
沿袭着农村生活的习惯：在公共区
域乱堆物、把电瓶车运到楼上，停在
楼道里充电，为出入方便把楼道防
盗门卡住等……“我买房子时产证
面积里有公摊面积，为什么不能占
用公共面积呢？”“堆放在公共部位
的杂物，又找不到物主，物业公司可
以清理吗？”居民们曾一度把这些尖
锐的问题抛给了党总支书记沈燕
红。

为治理小区乱堆物现象，居委
会做了很多工作。楼组长常年宣传
引导，小区楼道告示栏、小区电子屏
常年滚动宣传，经常组织居民开展
消防通道安全知识讲座。今年，“社
区治理难点法治论坛活动”专门邀
请了上海政法学院教授赵运锋，上
海政法学院教授、上海申浩律师事
务所律师任学强，区司法局副局长
陈炳泉，小昆山派出所副所长王轲，
区法院法官梅仲敏，区消防支队的
丁佐进等专业人士与社区80多位
居民谈“公共区域（楼道）乱堆物问
题”。

专家们用视频、案例告诉居民
公共区域（楼道）乱堆物的法律问题
及安全隐患，一一回应居民对自身
权益的模糊认识。一个个触目惊心
的案例和专家们对法律问题鞭辟入
里的阐释让居民们“豁然开朗”。如
今，小区乱堆物、乱晾晒现象基本不
见了，很多居民还自告奋勇当起了
垃圾分类志愿者。

“议事厅”设进楼道里
11月20日上午9时，记者来到

小昆山镇平复苑，平复苑居民区党
总支委员李丹正在组织板凳课堂的
成员们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这是
板凳课堂本月开展的第四场活动，
现场学习氛围浓厚。

如今板凳课堂活跃的地方，正
是曾经社区治理的卫生死角。以前
在农村，许多村民都会端起饭碗串
家门，拎个板凳走村庄，纳凉、吃
饭、谈天……然而，随着小昆山镇
全国第二批小城镇发展改革试点的
推进，农民通过动迁搬进高楼，旧
习惯也一起“搬”了进来——小区
老人们闲暇时就聚在各个楼道里聊
家常，还把形形色色的旧桌椅板凳
摆放其中，既影响小区美观和居民
出行，又带来安全隐患。

平复苑居民区是小昆山镇典型
的动迁安置社区。这里的居民大多
是同村、邻村的村民，彼此相互熟
悉，其中又有不少人是“空巢老
人”。楼道里聊家常成了老人们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们精神慰
藉的途径之一。社区工作人员曾多
次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楼道堆物

整治，清理出大量破旧凳椅，但很
快各式各样的凳椅又会回潮。

堵不如疏，在充分调研的基础
上，小昆山镇党委在平复苑小区推
行“板凳课堂”：在小区楼道内辟
出一块公共区域，设置两排长凳，
定期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打造出家
门口的“议事厅”，也为居民们聊
家常、参与小区建设管理提供了更
好的环境和平台。

平复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雷
军介绍，到目前为止，板凳课堂共
开展活动40多次，内容包括学习
政治理论、陶艺、多肉植物种植、
立体绣、丝网花等，200多人次参
与。如今，板凳课堂还成为了党建
阵地，以及党员提供“微服务”的
平台。今年74岁的该小区居民彭
正义主动当起了垃圾分类志愿者，
隔一天在小区里巡逻一次，三个多
月来雷打不动。“垃圾分类知识就
是我在板凳课堂里学到的，一开始
是志愿者来教我们怎么分，现在我
们也成了志愿者。”彭正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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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房搬进高楼，农民成了市民，既有生活环境和方式上的不适应，也有身份转变带来的不习惯，为动迁安置房社区

治理带来了考验与挑战。在松江区小昆山镇，创全工作正在积极推进，激发起了群众凝聚力和基层的自治活力。破解

“农民上楼”过程带来的社区治理难题，渐渐地，楼道变干净畅通了，邻里关系和谐了，社区温情提升了，居民生活丰富了。

金山漕泾打造
匠心智源红色盐途之旅

□通讯员 龚兰 徐锋琴 记者 曹佳慧

鑫智源、阮巷老街、上海城乡建
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党建服务点、金
山烈士陵园，看似毫无联系的几个
点，串起了金山区漕泾镇“两新”组织
精品党建线路，每一个点都烙着“红
色印记”。该线路自在金山区“两新”
组织庆祝新中国70周年暨“两新”党
建精品线路发布仪式上正式发布后，
不仅吸引了漕泾镇两新”党员参观学
习，兄弟街镇的“两新”组织党员也纷
纷前来参观，也成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学习阵地，目
前共接待党员近300人次。

红色之旅的第一站是“鑫智源”，
是漕泾工业园区成功创建的众创空
间，现已吸引了45家科技型创新型
企业入驻，为园区经济发展起到了

“领头雁”作用。鑫智源十分注重引
导各类优秀人才及时向党靠拢，为此
还专门建立了高级人才档案库、新社
会阶层人士库、企业家库，共网聚精
英人才近100人，真正做到了“组织
全覆盖，党员全覆盖，人才全覆盖”。
2018年，由漕泾镇综合工作党委牵
头打造的鑫智源党建服务点成功创
建了四星级党建服务点。该党建服
务点紧紧围绕阵地联建共用、活动联
办共做、党员联抓共管、经验联用共
享，提升“两新”组织党建活力，发挥
了党建在鑫智源创业企业中政治引
领和统筹协调作用，开展各类促发展
的培训讲座，如企业家沙龙，企业大
学、午间一小时等活动，让创新创业
企业业绩提升的同时，又呈现出健康
活泼向上的精神风貌。

斑驳的土墙，龟裂的石板路，古
色古香的店铺，诉说着阮巷老街的悠
远历史。这就是红色之旅的第二
站。阮巷老街教育实践路线北自改
建以来成为阮巷村党建文化宣传的
主要阵地。2018年创新探索的融

“书记党课、说唱党课、故事党课、文
化党课”为一体的书场党课得到了党
员们的欢迎和好评。阮巷党建服务
站是全区第一批五星级示范性党建
服务站，具有老街韵味的结构建筑，
建造于清朝光绪年间，至今已有150
多年历史，党员在党建服务站点经常
开展各类活动。

在漕泾镇的东南方，白鸥飞翔的
海滩旁，有一家老牌建筑企业——上
海金山城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公司
党支部成立于1994年，从最初的4名
党员发展到现在有正式党员16名，
从最初的一间不足20m2的综合工作
室到现在的有80m2的党建服务点。
这是红色之旅的第三站，党员们可在
这里了解一个老牌企业党组织的成
长故事和点滴，“蓝天下的至爱”活
动、金山区“百家企业点亮千名困难
党员群众微心愿”活动、为云南省普
洱市梅子镇帮困活动……该党支部
积极参与各项帮困扶贫工作及各种
公益事业。

最后，红色之旅的最后一站是坐
落在漕泾镇的金山烈士陵园，纪念馆
的序厅是一座“金山魂”群雕，以金山
各个时期的英烈代表为创造原型，其
悲壮雄伟的造型，犹如金山磐石，凸
显烈士英雄气概、碧血丹心；其背后
的红色造型似红旗，为后人树立光辉
的榜样。墙上的浮雕由金山主要历
史事件和人物组成的，分别展示了风
起云涌的“枫泾暴动”，毛福轩战斗在
敌人的心脏里、季培林抢修隧道舍生
忘死、33位解放军战士血洒金山。展
区内多媒体投影展现的是象征金山
区的大金山岛、小金山岛以及浮山
岛，这三颗嵌在杭州湾的闪闪明珠，
寓意金山烈士们的闪亮人生和伟大
献身精神永远不朽。

一幅伟人像牵出两段革命情一幅伟人像牵出两段革命情

两位古稀老人结缘松江乡村这座毛泽东像章纪念馆两位古稀老人结缘松江乡村这座毛泽东像章纪念馆

□通讯员 牛立超 记者 贾佳

近日，77岁的市民金梅良乘车
30余公里，赶到位于松江区新浜镇南
杨村的毛泽东像章纪念馆，赴一场特
殊之约。纪念馆的建造者、同为年逾
七旬的吴仁杰早早就在那里等候了。

两人的会面要从一次偶然的参
观学习讲起。随着“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如火如荼地开展，吴
仁杰创办的毛泽东像章纪念馆访客
不断。有位参观者无意间提起了金
梅良：“他当年可是松江画毛主席画
像的第一能手。”说者无意，听者有
心，纪念馆当即发出邀约：请金老师
为我们画一幅毛泽东画像。收到邀
请后，金梅良欣然答应，经过近11
个小时的创作，一幅毛泽东画像完
成了，落款还特别题上“为人民服
务”五个字。

金梅良此行就是把这幅伟人像
交给毛泽东像章纪念馆。静静的小
河边，坐在藤椅上，两位古稀老人开
心地交谈着，聊起那段共同经历的
岁月，介绍着各自的故事，虽是第一
次见面，却显得格外亲切。

不靠卖画挣一分钱
金梅良从小酷爱画画，那时家

境困难，只能用树枝在地上勾勾画
画，或者捡一些粉笔头画画。1961
年从松江师范专业学校毕业后，同
学们都陆续走上工作岗位，金梅良
却接到一纸入伍通知书，到南京军
区做一名雷达兵。美术的特长在部
队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出黑板报、
写标语，所有文化宣传的工作都交
到了金梅良手上。“一共就两只手，
事情只能一件件干，好几次都累得
胃出血。”回忆起那段军旅岁月，金
梅良很是感慨。然而真正让他感到

既光荣又有压力的，是画一幅毛泽
东画像。他说：“当时年轻，胆子也
大，没想那么多。那个年代万一画
得不好，很可能会出政治问题。”第一
幅毛泽东画像完成后，反响很好，不
少兄弟单位请他来画，还有几所松江
的学校也找到了他，一时间金梅良成
为当时松江画毛主席像的能手。

画伟人像的人很多，如何画出
自己的风格？金梅良介绍，自己画
伟人像一般是根据已有照片做样
本，此次为毛泽东像章纪念馆画的
像，面部表情取材于已有的照片，剩
下的部分按照自己的理解创作：“毛
主席给人的印象是平易近人，于是
就选择了挥手的造型。”

随着名声越来越大，不少人前
来讨画，金梅良粗略估算了一下，大
概还有80人在等他的画。前不久他
去日本交流，有位观众非常欣赏他

的画，问多少钱可以买下来。“这本
来就是交流学习的，怎么能谈钱
呢。”金梅良当场将画免费送了出
去。不靠卖画赚一分钱，这是金梅
良做人的原则，“我有退休金，吃饱
穿暖不愁，要珍惜现在的好日子，懂
得感恩”。石湖荡镇有家农产品公
司想把金梅良的作品用作包装设
计，金梅良就与他们约定，授权费用
全部捐赠给慈善公益基金会，每销
售一份农产品，捐赠一份爱心用于
当地的公益项目。

让红色文化代代相传
吴仁杰带着金梅良参观了由他

自筹资金建立的毛泽东像章纪念
馆。一座红色小楼里面收集了700
余幅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工
作、生活照片，300多枚毛泽东像章，
还有很多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成为
开展红色教育的重要基地。为了展
示毛泽东与松江的关系，近来更是
开辟了“毛泽东在松江”展区，记录
了1955年11月5日下午毛泽东的
专列停靠在松江火车站，听取松江
地委工作汇报时的详细内容，以及
毛泽东发出《转发松江县召开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电报。展览
的一角则摆放着这些资料的文献出
处，“历史容不得含糊，所有展示的
资料必须是经过考究的。”现在这些
都由吴仁杰的侄子吴建东管理，他
是毛泽东像章纪念馆的义务“馆
长”，给游客讲述每件藏品背后的故
事成为他的日常。

吴仁杰从小就在农村放牛，三
年自然灾害期间放弃学业，投身农
村建设，后担任上海市希望工程办
公室主任，参与组建希望学校，资助
贫困学生。吴仁杰带金梅良参观了
位于小昆山镇的全国红军小学教师
培训基地、希望工程教师（上海）培
训基地，这些都是由他牵头创办
的。这也是全国第一家为希望工程
培训师资的基地，被称为“希望工程
的希望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