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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好事蔚然成风 温暖感动常在身边

□见习记者 刘驰

“王师傅这个病要赶时间的，不能

拖，这是在与死神抢时间！”三湘四季花

城居民王硕说。

去年年末，广富林街道三湘四季社

区门卫王晓东突发脑干出血，被送往上

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部）抢救，在重症

监护室治疗一周后脱离危险。

王晓东昏迷的这一周，揪心的不止

他的家人，还有他服务过的居民们。

如今，王晓东已经转危为安，回到

老家休养，或许他以后不会再回到上海

工作了，但三湘四季花城居民们对他的

情意将会永远留在他心中，成为最温暖

的回忆。而居民们也会记得这个热情

的东北汉子。

一举一动诠释爱岗敬业
提到王晓东，三湘四季花城玫瑰苑

的住户基本都认识他。玫瑰苑一共有26
栋楼，虽然大多数人都叫不出他的姓名，

但是只要一说“中等个儿、壮实黝黑的东

北人，很热情，乐于助人”，就知道是他了。

平日里，王晓东看到居民拿着重物

进出门岗，总是会上前搭把手。小孩子

玩耍，不小心磕碰一下，被他看到了，也

会及时赶上前去安慰几句。

日常工作他从不懈怠，苦活累活他

冲在前。去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阻断了王晓东回乡的脚步，小区

门卫工作量激增。王晓东和其他两名保

安每日负责为进出小区的人员监测体

温、登记信息、消毒行李等。那时物资配

备不到位，没有护目镜等防护物品，王晓

东不顾个人安危，冲在门岗第一线，几乎

是寸步不离。有时碰到不持出入证、不

戴口罩、不配合测温的人员，王晓东都会

耐心劝导，将工作落实到位。

颗颗爱心点亮希望之光
最先得知王晓东突发疾病住院消

息的是29号楼居民陈培国，他找到老朋

友、也是21号楼的楼组长邱建芳说明了

情况，随即几名业主成立了募捐组。大

家先是将王晓东的病情发布在微信上，

继而各自跑楼道奔走相告，呼吁大家伸

出援助之手，帮助王晓东渡过难关。

消息很快引起业主们的关注，住户

曾玉冰等率先捐款，越来越多的人响应

爱心行动，邱建芳孙子的两名外教老师

得知此事后，也慷慨解囊。

“王师傅人这么好，我们能帮就要

帮一点。”前来捐款的业主王硕对邱建

芳说，她前后两次共捐了1100元。

按照邱建芳的想法，小区里的租户

们在外打拼原本就不容易，还有家里有

难处的，就不要捐款了。但是不少租户

得知王晓东老家在农村，昂贵的治疗费

必然给他的家庭带来不小的打击，都执

意要献出一份绵薄之力。11号楼的租

户景渊远说：“我也没捐多少，能帮一点

是一点。”“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们特

别理解王师傅家现在的状况。”和邱建

芳同楼的一家租户，丈夫刚动完手术不

久，妻子还是赶过来捐了款。

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很

多小朋友看到家长们在捐款，也加入进

来。19号楼丁芬的女儿看到妈妈捐款，

把自己的零用钱全拿来了。“我也要参

加。”郁言小朋友拿着 20元钱交给妈妈

邱学敏。

捐款献爱系万众，涓滴之水汇成

洋。玫瑰苑的捐助行动带动了桂花苑、

紫薇苑、玉兰苑、牡丹苑的热心业主们，

以及王晓东的同事们。经过大家的共

同努力，最终 125 人参加捐款，筹集善

款 21640.24 元。王晓东家人双手接过

捐款时，有些哽咽，反复说着：“谢谢，太

感谢了，真是太感谢了……”

本报讯（见习记者 金晨旭 摄报）

近日，在永丰城市公园，常常能看到一

群身着蓝衣的护园“啄木鸟”手持铁钳，

“啄虫”不止（见右图）。自2月4日火速

集结上岗以来，这支志愿团队日益庞

大，他们保卫着美好家园，也不忘将正

能量辐射进邻里之间。

2月 20日上午 9时，记者来到永丰

城市公园，公园的各个角落已布满了

星星点点的“蓝色马甲”，和煦的阳光

下，大志愿者正带着小志愿者们一同

捡拾垃圾、劝阻不文明行为……“看！

这是我的战利品！下次我还要带我妹

妹一起来！”小志愿者的脸上满是自

豪。据了解，这支“啄木鸟”团队名叫

“佐林佑里护园志愿者队”，要说这个

团队成立的初衷，还得从 1 月 24 日说

起。

那天，社区有心人张国文发现永丰

城市公园周边的围栏被拆除了，便第一

时间告诉永丰街道金地艺境居民区党

支部书记张叶：“张书记，今天公园的围

栏拆掉了，护园行动迫在眉睫，我们能

否成立一支护园志愿队？”永丰城市公

园位于仓华路荣乐西路交叉口，还未正

式开园但已初见雏形，因此吸引了不少

附近的居民前来休闲游玩，也难免会对

公园环境产生影响。

“虽然城市公园并不属于金地艺

境辖区管理，但公园环境的确需要大

家一起维护，我很欣慰居民能有跨前

一步的意识。”张叶表示，人民的公园，

人民自己管，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环

境提出了需求，社区就要第一时间为

他们搭好平台，希望护园志愿队可以

发挥正能量。

当天，金地居委会就召开了班子

会议，并迅速分工。招募令发出后，志

愿者们通过微信、电话、实地报名等方

式踊跃参与，短短一周就有 80 余人报

名参加，“佐林佑里护园志愿者队”火

速成立。

2 月 4 日上午，社区志愿者们来到

公园的约定地点，在队旗下依次签到，

领取完志愿服务工具后，便一丝不苟地

当起了公园环境“啄木鸟”，其中有不少

人带着孩子一起参与。“我是新松江人，

见证了门前这片绿地的建成，现在又多

了这样一道特殊的‘风景线’，我深受感

动。我想松江环境会越来越美，日子会

越来越好。”居民张先生感慨道。

值得一提的是，“佐林佑里护园志愿

者队”在守护公园环境的同时，也不忘将

志愿精神辐射到更多的社区家庭之中。

“我们是党员家庭，看到招募令就带着孩

子报了名。希望贡献出我们的一份力

量，增进邻里之间的感情，并培养孩子爱

护家园的意识，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家

长和孩子一同参与进来。”志愿者邱素华

说。如今，这支“啄木鸟”团队日渐庞大，

截至目前，已有117人报名参与，其中有

58名小朋友，最小的年仅3岁。

小区保安突发重病 业主租户纷纷解囊

争当护园“啄木鸟”辐射邻里正能量

本报讯（见习记者 王晨羽）高空抛

物是“悬在群众头顶上的危险”，危害巨

大。近日，上海松江警方联手物业部门，

根据小区楼栋前安装的“天眼”迅速侦破

了一起高空抛物案件。

2 月 13 日午后，家家户户都沉浸在

过年的喜庆氛围中。赵先生驾车回到自

家小区，突然“嘭”的一声响，赵先生头顶

上掉下了玻璃渣子，他抬头一看，自己车

子的天窗碎了（见右下图）。

赵先生立即下车查看，没想到汽车

天窗竟是被一“从天而降”的玻璃瓶砸碎

的，自己也险些受伤，惊恐之余，他报警

求助。

民警到场了解情况后得知，此前该

小区就发生过高空抛物行为，而且也是

在这栋楼附近。

“一开始我们不确定是谁做的，为了

遏制‘高空抛物’乱象，我们和派出所、业

委会、物业一起进行现场勘察，还挨家挨

户宣传劝解，同时还在这栋楼前安装了

‘天眼’设备。”小区居委会主任袁健说。

这次“天眼”设备发挥了大作用，公

共视频里能清晰地看到在当天下午1时

53分，这栋楼的 11楼窗户内，嫌疑人伸

手抛出了一个玻璃瓶子，瓶子被抛向空

中后迅速下坠。

锁定嫌疑人黄某后，民警迅速将其带

回派出所审问。据了解，黄某现已年过六

旬，她交代，因贪图省事，自己一直有乱丢

垃圾的陋习，时常向窗外抛扔生活垃圾。

黄某所在楼栋的楼组长张丽华告诉

记者：“我们到她家里劝过很多次，还问

过她有没有乱丢垃圾，但她都不承认，今

年过年她连续往窗外扔了三次垃圾，有

面条、鱼肠子和玻璃瓶。”

尽管社区干部多次上门宣传教育，

但黄某仍然我行我素，直至酿成大祸。

在证据面前，黄某供认不讳。目前，黄某

已被松江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警方提示：高空抛物、坠物行为损害

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极易造成人身

伤亡和财产损失，引发社会矛盾。松江

警方将依法惩治此类犯罪行为，有效防

范、坚决遏制此类行为发生。

为图方便，年过六旬的黄某“高空

抛物”已成习惯，最终被小区公共视频

拍下抛物过程，被松江警方依法刑事

拘留。

高空抛物，这是一把悬在城市上空

的刀，每一次引发热议都带着哀嚎、血

色，重伤、殒命等情况，究其背后原因，

有因偷懒导致的陋习，也有因孩童无知

做出的恶作剧，还有因侥幸心理而造成

的道德缺失……而这样一个随意的丢

掷动作，让安全通行成了空谈，更与文

明城市建设格格不入，因此不能仅停留

在对于个人文明的呼吁。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人

口越来越密集、居民楼越盖越高的当

今社会，“高空抛物”无疑是对城市的

精细化管理提出的巨大挑战，旧有的

道德规范难以约束新的社会问题，群

策群力、合力管理便成为整治这一陋

习的不二法门。

2021 年 1 月 1 日，我国首部《民法

典》实施，新规明确了公安机关对于高

空抛物行为有及时调查义务，但在此前

诸多高空抛物事件中，取证难、没证据

让警方调查频频受阻，此时，物业服务

是否做好安全保障工作便尤为重要。

在《民法典》中，强调了物业服务企业在

防止高空抛物坠物中有安全保障义务，

换言之，物业服务企业需采用合理的措

施去避免高空抛物行为的发生。

正如在此次黄某“高空抛物”的事

件中，该小区的公共视频给警方取证提

供了支持。技术层面做好了防范工作

后，在一些高空抛物高发区域，还可安

排相关人员进行巡查。反之，物业一旦

对于高空抛物行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则需承担相应的责任。

只是，责任的追究已是最后的对

策，更多的是需要公众携手，提前织密

一张安全大网。

作为“全国文明城区”，松江的城市

管理就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解决城市

上空的“痛”，我们需要更多法治化、社会

化、智能化、标准化的手段去实现精细化

管理，让“高空

抛物”行为无所

遁形，让安全之

网越织越密。

本报讯（记者 陆延玥）“这既是对

我志愿者身份的肯定，也是对我的鼓

励。我要将它放在家里最醒目的位置，

让身边的人也能够明白志愿服务的重要

性。”“鑫”青年志愿服务队队长陈红兵接

过盖着红印章的志愿者证书说道。方松

街道昌鑫花园居委会近日为 21 位“鑫”

青年志愿者特别定制了志愿服务证书，

以表彰他们对社区防疫工作的贡献，激

励更多青年加入社区志愿服务队伍。

去年疫情期间，昌鑫花园居委会成

立了“鑫”青年志愿服务队，号召年轻人

投身社区防疫一线。“在此之前，社区的

志愿者以退休居民为主，年轻人相对较

少，但由于老年居民是感染新冠病毒的

高风险群体，我们便发动了年轻人参与

防疫工作。”昌鑫花园居民区党支部书记

张峰介绍。青年志愿者招募令一经发

布，便得到了居民们的积极响应。“当时

大家都没有线下见面，通过微信联系的

方式就明确了分工，表示要共同将防疫

工作做好。”陈红兵说。

“青年志愿者学习能力强、点子多，大

家群策群力，为社区工作增添了不少新思

路。”张峰说。昌鑫花园居民区共有2300
余户居民，在疫情期间实施小区出入口管

理后，每逢上下班高峰人车扎堆，小区里

出现了严重的拥堵现象。“当时我们这些

青年志愿者一起开动脑筋，最终想出了

‘潮汐制’的办法，即在保留主出入口的同

时，开设了一个‘潮汐’出入口，上班时间

段只允许出、不允许进，在下班时间段只允许进、不

允许出，以此实现分流。”陈红兵介绍说。

据了解，昌鑫花园居委会还在每个单元楼下

都贴上了红色志愿者榜单，以此激励青年志愿者

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无论是颁发证书还是张贴

红榜单，都是想给予志愿者一些激励，提高志愿者

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积极性，带动身边更多人加

入到志愿服务的行列中来。”张峰说。后续，昌鑫

花园居委会将进一步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团队建

设，把公益服务与社区自治共治相结合。

本报讯（见习记者 王晨羽） 在岳阳派出所

里，连夜从甘肃赶来上海的吕先生有些激动，时隔

近半年，他终于在上海找到了妻子：“昨天中午接

到警官的电话，我们下午就买了机票立马飞过来

了，全家人都一直在找她，太感谢上海警方了！”

2月19日上午，岳阳派出所接到一起邻里纠

纷的警情，民警立即到场处警。报警人是一名白

姓女子，她坚称邻居偷了她的东西，但民警详细勘

察后并未发现盗窃情况，但该女子情绪激动，言语

异常，还称邻居偷了合租室友的冰箱、洗衣机，甚

至还偷了“两个苹果”，导致合租室友全部搬走。

交流过程中，民警发现白女士好像精神有点

异常，通过与周围邻居沟通了解到，白女士住在

这里近半年，但生活作息与常人不同，而且时常

与对门邻居发生矛盾。出于安全考虑，民警以调

解纠纷为由将白女士带回了派出所。

通过进一步了解，白女士来自甘肃，现独自

一人在上海，没有稳定工作也没有家人陪伴。民

警须齐根据其身份信息终于辗转联系到了其远

在千里的家人。

“警方联系到我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激动，妻

子离家好几个月了，我们全家人都很想她。真的

太感谢了！”吕先生说。

2月 20日早晨，在须齐的见证下，千里奔赴

而来的吕先生终于和妻子团聚了。“你的母亲也

很想你，回去和家人好好过个元宵节吧。”须齐对

两人说。

据了解，白女士和家人已返回甘肃老家与家

人团圆。

老太高空抛下玻璃瓶 砸碎汽车天窗被刑拘

高空抛物除了追责
我们还能做什么

○张立

女子离家半年不归
民警帮其联系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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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近年来，随着市民素质和城区文明程度的全面提升，我们身边乐于助人、甘

于奉献的好市民、好邻居越来越多。生活中他们只是默默无闻的普通居民，可一旦小区需要助手、邻居需要援手，他们总是冲

在最前面，出钱出力不求回报。不仅自己无私付出，他们还影响带动更多的“身边人”做好事，成为奏响社会和谐曲的最强音。

陈红兵陈红兵（（左左））接过志愿者证书接过志愿者证书。。记者记者 陆延玥陆延玥 摄摄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