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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阮 敏

俗话说得好：“家有一老，如有
一宝”，在金汇镇泰绿居委也有“一
宝”，那就是八旬有余的退休教师李
逢凤。虽说她离开高中语文教学岗
位已有20余年，但几十年的教学生
涯让她对学生充满了爱。退休后，
她发挥余热重新“上岗”，回到故乡
开办“假日学校”，义务担当志愿教
师，用爱心和奉献继续耕耘三尺讲
台。
开办“假日学校”打造社区课程

李逢凤是上师大63届大学生，
后分配到黄浦区某中学任教。1966
年，她响应祖国号召，离开了繁华的
上海到急需人才的陕西省宝鸡市，
支援当地的教育事业，这一去就是
42年。

40多年过去，重返家乡后的李
逢凤一刻也未忘记自己教师的身
份。2013年，李逢凤和自己的老伴
忻贤钦看到所定居小区内部分双职
工家庭的孩子面临寒暑假“看护难”
的问题，就和小区所在居委会商量，
想借用居委的一间活动室为小区的
孩子们开设免费的“假日学校”，在
每个寒暑假招收6-12岁的孩子，由
他们夫妇俩一起义务担当志愿者老
师，每周一、三、五、六全天为孩子
们上课。“假日学校”上午为上课时
间，下午为阅读、看报等文娱活动时
间，除开设书法、舞蹈、乐器、巧手编
串珠、绿色小植物养殖、围棋、街舞
等课程外，每年都会开设“道德礼
仪”“说家风道家训”等特色课程，向
孩子们宣传文明礼仪知识、教他们
学说上海话，至今已坚持了好几个
年头。

最初，授课老师就只有李逢凤
夫妇俩，每到寒暑假，都能看到她和
老伴忙碌的身影，但两位都已80岁
高龄，随着孩子的增多，难免有点力

不从心。经过筛选，家委会的20名
代表担任“假日学校”的志愿者，轮
流值班，全程负责场地清洁、维持秩
序、保障安全等工作，确保看护“无
死角”。开办至今，学员从最初的 6
人发展为现在的近30人，深受小区
居民的欢迎。
助力“道德讲堂”热心公益活动

2014年4月，金汇镇招募文明
城区志愿者讲师，李逢凤得知后主
动请缨，考虑到那时她已年过七
旬，工作人员婉言拒绝她的请求，
但李逢凤的真诚和坚持最终感动了
工作人员，她说：“虽然我 76 岁
了，但身体还很棒，我曾当过中学
语文老师，很想发挥特长，为奉贤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做点事。”4 月
底，李逢凤就接到有关“文明礼
仪”的上课通知后，二话不说，第
二天就把厚厚的手写稿交到镇里。
看到手稿的刹那，工作人员忍不住
赞叹：那么短时间，工工整整的几
页手稿，有道理、有事例、有典
故，一看就经过了精心准备，这么
大年纪了，真是不容易。随后的每
一次“文明礼仪”道德讲堂上，为
了让讲课更精彩，她都会根据听课
对象有针对性的选择宣讲事例，她
常常翻阅《弟子规》《三字经》等
书籍，还和老伴探讨交流。由于她
的精心准备，她的课上从不冷场，
气氛活跃。

她还时常参加“梦想 1+1”、为
社区敬老院表演节目等公益活动。
作为金汇镇泰绿居委党建微家掌门
人的李逢凤，发布了“党员公益坊”
项目清单，清单里不仅包括了青少
年服务、为老服务等项目，还有面向
社会的助残服务、社区救助帮困服
务等公益项目，总共20多项。通过
志愿者、讲师等多重载体延续着自
己的教师梦，关心着更多需要关心
的人。

退休教师李逢凤

“假日学校”耕耘三尺讲台

□通讯员 杨 珺

这几天南桥镇新悦居委新民
旺苑小区正在“算星”，什么星呢？
原来是对社区家庭遵守“美丽约
定”的情况进行“五星评定”，比如
每户每季一次一小时以上参与小
区清洁家园志愿服务，做到的增加
一颗星，反之则扣除一颗星。居委
会还对评定结果进行了公示，并按
照星级实行奖惩。这是该小区今年
试点开展社区“美丽约定”以后推
出的一项特色内容，通过这一方
式，让居民们真真切切地有了“小
区主人”的感受。

2019 年，南桥镇在各村开展
“美丽约定”的基础上，在全镇11个
居委的 12 个小区试点推广居民区

“美丽约定”。对于“美丽约定”的条
目，居民们有话要说：创建常态落

实，小区环境维护，垃圾分类回收，
外来人员管理，文明饲养宠物，邻
里和谐相处，违章违建拆除，车辆
定点停放，丧葬祭扫文明，店铺守
规经营……针对小区里存在的各
种问题，居民们积极献言、反复讨
论，一份份“美丽约定”逐渐成型，
成为大家普遍遵守的居民公约。

有了约定，怎样才能有效落实
呢？正阳二居莱茵之恋小区成立

“美丽约定”执行小组，建立楼组评
比机制，由志愿者团队每月定期检
查约定条目落实情况进行积分，按
积分进行分级奖励，并在年终的业
主代表会议上公布检查情况。该小
区还设立了“违约举报制度”，利用
小区、楼组自治金设立专项经费，
居民可向居委会（物业）举报违反

“美丽约定”的现象，拒不改正的居
民，将不得享受当年度的各项小区

楼组、家庭评比类福利和奖励。
小区里的绿化带总是坑坑洼

洼，银河居委庙泾新村小区选择将
小区绿化带“承包”给居民。绿化带
被分成小块，每块的显眼处树立

“绿化掌门人认领牌”。居委会通过
志愿者每周对承包情况进行督查
评分，并用小区自治金设立奖励基
金，用考核积分兑换奖励。承包人
们干劲十足，一株株茶花、月季等
漂亮的植物取代了“秃子绿地”，大
家骄傲地说：“现在绿化带的绿化
补种好了，一年四季可以看景色，
而且我们自己进行包干管理，再也
没人毁绿种菜了。”精心维护的花
草是最佳的宣传，让更多的居民心
动起来。一时间，认领小区绿化成
为了新时尚，目前已有20位居民承
包绿化面积达 382 平方米，美丽的
绿化带也让居民们的幸福感大大
提升。

朝阳居委的朝阳新村小区外
来租户众多，自垃圾分类实施以
来，小区租户垃圾不分类，随意丢
弃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根治这
一顽疾，朝阳新村放出了“大招”：
要求外来租户签署承诺书，遵守小
区美丽约定，做好垃圾分类，在此
基础上才能办理居住证。

12个小区，12份“美丽约定”既
是居民之间的一种道德和行为约
束，也是居民对美好生活的一份期
盼。2020 年，南桥镇将进一步向全
镇各小区推广“美丽约定”，让更多
的小区行动起来，约出更加和谐美
丽的新家园。

2018年以来，在区委及政法委
的有力领导下，奉贤区法院严格对
标“金盾 365 行动”要求，成立东方
美谷专项合议庭（法官工作室），集
中审理涉东方美谷商事案件，并做
好司法建议、法治宣传等审判服务
工作，努力发挥司法裁判对公平竞
争营商环境的维护和引导作用。
2018年以来，专项合议庭共审结涉
东方美谷企业商事案件 318 件，涉
案金额12.4亿余元，彰显了司法保
障成效。

执法办案是法院工作的主责、
主业。奉贤区法院充分履行审判职
能，开展商事案件审理、打击犯罪、
风险防范等工作，提升辖区企业保
障水平。依法平等保护不同所有制
主体、不同地区市场主体、不同行业
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加强对企业
家合法权益保护。大力弘扬诚实守
信契约精神，对于遵守合同约定的
行为，依法予以有力保护；对于违约
失信行为，依法判令承担责任，有力
保护辖区企业经营权利。对于当事
人之间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依法
予以司法确认，有效定纷止争。

区法院还与奉贤区工商联等部
门协同搭建的“法企直通车”工作机
制，以开展法律讲座、疑难问题解答

等形式加强指导，提升企业依法经
营、风险防范的意识和能力。通过新
闻发布会、案例汇编等形式，助力企
业合规经营，引导和规范市场秩序。
深入企业开展调研，围绕企业在风
险防范、诉讼执行等方面的需求，研
究改进举措并制发司法建议，帮助
解决实际问题，激发辖区企业发展
活力。

今年，在东方美谷专项合议庭
（法官工作室）成立一周年之际，奉
贤区法院还开展了巡回审判、法治
讲坛、白皮书发放、集中执行、送法
进企业等“五个一”系列保障活
动。根据市高级法院1至10月涉营
商环境相关数据，奉贤区法院商事
金融案件平均立案天数2天，平均
执行天数 29 天，均位居全市基层
法院第二位；立案、审理、执行平
均用时 87 天，位居全市基层法院
第四位。今年9月奉贤区发布的全
国首份区域性法治化营商环境评估
报告显示，跟法院工作相关的“司
法服务环境”指数在五个一级指标
中居第一位。

本报讯 （记者 邵毓琪 实习
生 沈超一）手机明明在身边，绑定
账户中的钱款却被不断盗刷，这是
怎么一回事呢？近日，奉贤警方侦
破一起远程盗刷手机绑定账户钱款
案件，并远赴辽宁抓获犯罪嫌疑人。

今年3月下旬，家住奉贤柘林
地区的市民王先生来到派出所报案
称：其手机绑定的银行卡内钱款正
在被不断盗刷。据王先生称，自己
于当日下午18时许，陆续收到5笔
微信扣款短信，累计金额 3000 余
元，但王先生称，手机从未离开过身

边，自己也没有进行过消费。
接到报案后，民警立即就案件

展开侦查。通过王先生向民警出示
的手机扣款记录，民警了解到，王先
生的微信绑定了一张银行卡，资金
通过微信被盗刷，但是手机和银行
卡都在王先生身边，并未丢失。据
手机客服提供信息，王先生被盗刷
的钱款，进入了另一部手机账号中。

围绕上述线索，民警进一步深
入侦查，于近日在辽宁省本溪市将
犯罪嫌疑人孙某抓获，并当场查获
作案用手机 4 部。涉案金额 3 万余

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孙某已被检

察院依法批准逮捕。在此，警方也
提醒大家：在生活中，收到陌生短信
或浏览手机网页时，应提高警惕，尽
量规避点击陌生短信发送的链接或
浏览不正规网页。

南桥镇沈陆村的沈志昂是奉贤区第一位革命烈士，给后代留下了
光辉的历史遗产和革命见证。近日，区关工委“夕阳红”讲师团来到沈
陆村瞻仰沈志昂故居，为区关心下一代“黍苗家园”教育实践基地“忆
红居”揭牌。 （王菊萍/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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