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高标准管理
实现高水平发展
打造高品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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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黑臭河道综合治理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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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半年多的整治，本区列
入“国考、市考”的两条“黑臭河
道”——江湾市河、南泗塘，目前
已连续四个月水质达标、碧波初
漾，
并于 6 月底通过了第三方机构
组织的公众满意度测评，这标志
着本区完成了市政府下达的年底
基本消除黑臭河道的整治任务。
作为本区中小河道综合治理
工作的重要组成的部分，黑臭河
道治理的难度大于普通河道，因
此更加能反映出本区高标准管理
长效治水的决心和实践能力。在
治黑除臭过程中，清淤疏浚、引清
调水、生态修复、违建拆除、长效
监管等环节不分主次先后，齐头
并进，而每一个环节中都有精彩
的篇章，本报将发表系列文章予
以记录。
■本报记者 齐传彬

清淤疏浚篇

让河道边居民睡个好觉
本区的黑臭河道清淤疏浚工作是从去年 12 月底开始
的。天气转凉，河道中的刺鼻异味暂时消退，所以周边居民
觉得生活未受影响，反倒是清淤船只上机器作业时的噪音
显得刺耳，
影响了他们的正常休息，因此对清淤挖泥意见很
大。
基于此，
清淤船只
“调时”
作业机制应运而生。据中心负
责人介绍说：
原本中心计划让清淤船只每天早上 6 点开始工
作，但考虑到周边居民们大多还在休息，就把开工时间调整
至8点以后。也因此，
清淤船每天的
‘在岗时间’
缩减了许多，
整个工期拉长，
比原计划晚了半个多月。
“但看到居民们对我
们笑脸相迎，
觉得这样做很值得。
”
中心负责人还说道：
“在清淤工作开展前，我们就邀请
了相关街道负责人、居委会主任、居民代表来中心进行座
谈，向他们介绍清淤工作的概况、方法和时间，并提供监督
投诉电话。”据了解，每条清淤船上专门悬挂了监督投诉牌，
上面写着负责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如同一个“移动电话
簿”，居民在河道边、自家阳台上都能望见。
“这样的话，
如果
居民有问题反映，便可以直接在事中进行‘点对点’沟通。
基本上只要一个电话打过来，问题都能在短时间内化解。
由于事前工作做得充分到位，我们真正接到的投诉电话并
不多。”

健全设施、完善功能、美化环境，本区开展“美丽家园”专项工作

60 万平方米老公房迎来“第二春”
表示，自从增设了自行车停车棚，小区道路上、楼道里停放的
非机动车少了很多。
八一小区原先仅有一个小型非机动车停车库，并不能满
足居民的停放需求，于是，有居民将非机动车随意停放在楼
道和小区道路上，
既影响小区整体环境，
又存在安全隐患。
如今，通过“美丽家园”专项工作，八一小区空间得到了
重新规划和设计，小区车位进行了改造并新建了 3 个免费停
车点，标准车位从 53 个增至 150 个。
“以前找个停车位真是苦
啊！时不时还要发生矛盾，现在真的改善了很多。”一位居民
由衷地感叹。
据区房管局工作人员介绍，
“美丽家园”专项工作把解决
居民生活难题放在第一位。在项目征询前期，居委干部会和
业委会成员、楼组长、居民代表等一起，上门听取居民的意见
和建议。之后，区房管局列出“菜单”，居民可以为自家小区
的改造项目
“点单”，决定具体的改造内容。

砥砺奋进 与党同心
■本报记者 张燕丽
“才一年时间，小区就大变样，我还以为出租车司机走
错了呢！”每年 7 月初都要从国外回沪探亲的高小姐，刚到父
母居住的八一小区门口就吃了一惊——修葺一新的入口，悬
挂着“行人、非机动车通道”的指示牌，自动识别车牌的智能
道闸……高小姐禁不住连连赞叹：
“太好了！老房子迎来‘第
二春’
咧！”
近年来，本区在实施老旧小区平改坡、二次供水改造等
项目之外，还针对售后公房小区和里弄房屋小区开展了“美
丽家园”专项工作，力求改变老旧小区脏乱差现象，扭转老旧
小区基础设施薄弱这一“先天不足”，提升老旧小区居民生活
品质。

完善功能 居民生活更便利

解决难题 居民生活更舒心
“楼道里不再塞满自行车、电瓶车，出出进进清爽多了！”
居住在八一小区的刘阿姨来到新建的停车棚停车，她开心地

路灯杆上拉起了晾衣绳，楼前的树被当成晾衣架，
“披”
上了湿衣服，健身器材上挂满被子……由于房屋设计上的先
天不足，在很多老旧小区，晾晒衣物成为困扰底楼住户的难
题。
在八一小区，近 100 米成品晾衣架的安装，解决了底楼

海伦路启动封闭施工 将变通衢大道
本报讯（记者 朱伟文）8 月 4 日晚上，海伦路正式启
动拓宽翻交工程，
进入封闭施工阶段。整个项目预计于今
年底建成通车。建成后，海伦路将从宽度不到 10 米的道
路，变身为一条通衢大道，车辆从陆家嘴经过新建路隧道
进入虹口后，
可以直接经过海伦路抵达四平路。
海伦路改建工程西起四平路，东至海拉尔路，与新建
路隧道浦西段主出入口相通，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道
路红线宽度 35 米—40 米，全长 628 米，包括道路、桥梁（沙
泾港桥）、排水等工程。

施工期间，海伦路(梧州路—海拉尔路)老路及沙泾港
老桥封闭，车辆及行人从南侧道路及桥梁通行。同时，周
边路网交通组织有所调整，
沙泾港路（天水路—海伦路）交
通封闭，
胡家木桥路（通州路—海伦路）由原先南向北单行
改为北向南单行。翻交之后，
区有关部门立即开展了老桥
拆除，
新建北半幅桥梁、北侧道路等工作。
海伦路拓宽不仅能完善虹口乃至全市东北部的路网
结构，更能充分发挥新建路隧道的交通功能，同时还能进
一步改善周边的城市环境，
带动沿线区域的发展。

淤泥变身绿化植物用土
黑臭河道的出现和河底淤泥有很大关系，而清淤工作
的重点不仅仅是清除淤泥，
更关键的是如何处理这些淤泥。
自 2016 年下半年起，市相关部门加强管理，规定市内
淤泥需“自行消化”，不得外运。面对
这一规定，中心和施工单位积极开动
脑筋商量对策，经过 3 个月的不断努
力，最终找到了一个即符合规定又可
以变废为宝的卸泥点。 下转▶2 版

滨江智能运动场成游玩新坐标
本报讯（记者 张雯珵）立秋后，申城高温得到缓解。
位于北外滩滨江绿地的智能互动运动场成为大家游玩的一
处新坐标。
从东大名路码头文化露天博物馆的入口进入北外滩滨
江绿地，步行 30 米左右就能看到一个融入了科技元素的互
动足球场，
一面智能足球墙能有效训练玩家对足球的速度、
准确度和反应力的把控。在足球场的南边，米莫游戏迷阵
吸引目光。七根柱子组成的迷阵将数学运算、图形美学、跑
跳运动等结合在了一起，既有两人模式，也有团队模式。此
外，运动场的索纳数跑彩虹地毯也很受欢迎。记者看见，
一
群小朋友正在一较高下，他们根据语音提示、踩点相应的数
字，体验到了运动带来的乐趣。

图为小朋友在互动足球场玩耍

齐传彬 摄

交警在同嘉路海伦路指挥路口交通

朱伟文 摄

海伦路迎早高峰 交警疏导车辆绕行
本报讯（记者 季佳珺）近日，交警等部
门采取积极措施，减轻海伦路施工对局部交
通造成的压力影响。
上周末，
交警、市政等部门连夜对海伦路
改道标线进行临时调整，
竖立施工告示牌，
应
对上班日早高峰的考验。
8 月 7 日一早，交警发现，在海伦路同嘉
路口，从四平路方向过来的车辆源源不断涌
进这个路口。这个临时路口没有交通信号
灯，
交警立刻调派数名警力在路口指挥交通。
据交警介绍，原先南向北单行的胡家木
桥路，
在施工期间改为北向南单行，
多数司机
对此并不了解，仍然从同嘉路排队进入海伦
路，
导致这个路口短时承压。交警建议：
道路
交通组织改变以后，司机也可以选择从胡家
木桥路通向新建路隧道。
记者看到，交警在指挥交通的过程中对
一些车主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处罚。
“以教
海伦路区域部分路段绕行线路图
小草 制
育为主，
告知驾驶员哪条路可以通行、哪条路
不可以通行。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
严格按
据了解，海伦路拓宽后，车辆从虹口往返浦东陆家嘴
照交通法规予以处罚”，公安分局交警二大队大队长于嵩
将更为方便快捷。相关部门希望市民积极支持施工，
看清
说道。
道路标志，
保证工程顺利完工、道路有序通畅。

居民晾晒衣物的问题。公共晾衣架是“美丽家园”专项工作
的内容之一，需要安装几个、安装在哪里，都是前期征询时广
泛听取了居民的意见后，
再由专业设计师进行规划的。
王小姐下班回家习惯性打开信箱，里面照例又塞满了各
种广告纸，原先她不得不拿着这些广告纸特意跑一趟垃圾
房，而不少居民因为嫌麻烦，往往选择随手一扔。现在信箱
旁多了一个废纸篮，王小姐不需要再为处理这些广告纸而多
走半步路，只需将它们扔进废纸篮，待保洁员统一收走就行
了。最近，虹口很多老旧小区的信箱旁都增加了这样一个废
纸篮，有效遏制了小广告随手乱扔的现象，还有一些小区内
则多了果皮箱。而这也是
“美丽家园”项目中的内容之一。
除了这些小细节上的功能提升，对于八一小区的居民而
言，最大的功能提升在于车辆进出分流和人车进出分流，两
边大门都设置了行人和非机动车专用通道。车辆在伊敏河
路大门只进不出，曲阳路大门只出不进。相对以前，居民出
行更安全了。

美化环境 居民生活更怡人
除了解决停车难，完善小区功能，八一小区还补上了美
观的短板。小区一共铺设了 8000 多平方米的沥青路面，坑
坑洼洼的路面成为历史；完成外立面腻子批嵌、涂料施工共
下转▶2 版
计 30000 多平方米；
完成 2 个垃圾房的改造，

本区邀请文化名人专家学者共同研讨﹃春阳里﹄中的海派文化雏形

李阿姨住在江湾市河边上几
十年，对于清淤船只“调时”作业
并接受文明监督还是头一回见。
“以前也有清淤船在河道里清运
淤泥，但他们都是按自己的时间
来，压根儿不会管会不会影响到
我们居民的正常休息。如果有人
说他们扰民，他们可比谁都理直
气壮呢！”
记者从区市政和水务管理中
心（以下简称“中心”
）了解到，黑
◣◢
臭河道清淤疏浚工作开展伊始，
中心就携手区相关部门、街道、居
委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措施：先跟
居民通气达成共识，确保清淤工
作能够文明有序地开展；
同时，
为淤泥安排一个好的
“归宿”
，
使之不造成二次污染，
将绿色环保进行到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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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老建筑如何传承城市文脉？

为有源头﹃活水﹄来

2017

BAO

本报讯（记者 顾俪）
“建筑可以
阅读、街区适合漫步”。近日，
在区档案
局主办的
“春阳里——海派文化雏形研
讨”学术沙龙活动中，有关专家学者围
绕着这句话，对春阳里街坊（74 街坊）
风貌保护项目的文化价值与改后效果
进行了探讨与展望。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春阳里的居
民主要以来上海谋生的外省（地）人为
主。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郑祖安解释说：
“这与春阳里位于苏州河北岸，虹口港
港边的地域特性有关”。作家沈嘉禄补
充说，北外滩码头大量的就业机会，吸
引着外来人口不断迁入春阳里。外来
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渗入了上海的城市
肌理，
早期的海派文化雏形在春阳里孕
育，
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密码。
正是基于研究和传承海派文化的
需要，作为虹口记忆工程的“投影”，春
阳里变以往的
“拆留改”为如今的
“留改
拆”，于今年启动了保护性改造的试点
工程，
同时开启了虹口
“留改拆元年”的
序幕。
位于提篮桥街道的春阳里是经典
的上海石库门老建筑群，有着 80 多年
历史，共有建筑面积 15800 平方米。多
年来，由于硬件条件限制，此地居民至
今过着厨房合用、马桶相伴的生活，再
加上房屋老化，带来了结构不稳、消防
隐患等诸多问题。
为了让春阳里这位昔日风姿绰约
的
“大家闺秀”能早日
“返老还童”，在改
建工程实施之前，区房管局、提篮桥街
道等邀请专业公司，
有针对性地设计了
20 余个方案，做到了“一户一方案”。
今年 5 月，春阳里向“梦想改建”迈出了
坚实一步。春阳里风貌保护街坊第一
批试点更新改造的过渡费、搬场费发放到了居民手中，试点
2—24 号（双号）进入施工阶段。改建工程完工后，现存安
全隐患将基本排除，居民也将彻底告别“拎马桶”的时代，迎
来一片步入高品质生活的新天地。
在此次沙龙活动中，专家们对春阳里改造后的面貌表
示非常期待，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建议：若要真正改善居民的
居住条件，还要重点解决高密度居住管理、兴建配套设施、
突破现有瓶颈等问题。
区档案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伴随着虹口城市建设
及更新思路的“升级”，虹口保护和传承海派文化的方式方
法也在不断演进，
“留改拆”便是其中一项创新举措。沙龙
活动搭建了一个凝聚智慧的平台，
专
家们的言论，
对虹口探明海派文化脉
络、保护开发海派文化资源起到了积
极作用。今后，
区档案局还将开展系
列沙龙研讨活动，
对虹口的海派文化
作更深度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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