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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天
语 思

□记者 励佳 通讯员 邱丹燕

近期，我区的蒲公英志愿者协
会会长方萍儿获评全国“暖心之
星”工作者，系全市唯一。方萍儿
缘何能获得此项荣耀，记者走近方
萍儿一探究竟。

方萍儿的故事，先从她关爱计
生特殊家庭成员说起。所谓计生特

殊家庭，是指独生子女发生伤残或
死亡、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家庭。

日前，蒲公英志愿者协会在在
展茅街道大干社区社会组织服务
中心举行预防老年痴呆专题讲
座。讲座结束后，方萍儿拉着一位
计生特殊家庭成员的手，细细询问
其最近有生活和心情，并叮嘱要休
息好。

“此次讲座不仅面向当地老年
群体，还邀请了计生特殊家庭参
加。我们希望通过集体活动，相似
的家庭能手挽手增强战胜阴影的
信心，这也是他们重新拥有健康心
态、回归健康生活的第一步。”方萍
儿说。

方萍儿是一名退休计生干
部。2020年，她创办的蒲公英志
愿者协会承接实施了浙江省计生
协会暖心家园建设项目，建立全市
首个暖心家园，成为全区计生特殊

家庭的“娘家人”。“因为我退休前
与育龄群众走得近、联系紧密，对
计生特殊家庭也比较了解，帮扶计
生特殊家庭义不容辞。”

在蒲公英志愿者协会，存放着
厚厚的一本本计生特殊家庭档案
本，记录着暖心家园落地以来关爱
计生特殊家庭的点点滴滴，如应时
应节活动、各种讲座、志愿活动等，
送上阳光温度。同时，协会建立了
一户一档管理制度，目前有近60户
计生特殊家庭被录入其中，每一次
沟通交流、每一次上门走访、每一次
捐款捐物，都在档案里清楚可见。

翻开计生特殊家庭档案，有着
许许多多的暖心故事，其中，有这
样一个故事：陈阿姨和老伴生活在
沈家门，她的女儿前些年因病离
世，留下外孙与俩老一起生活。外
孙因母亲离世心灵遭受重创，弃学
在家、封闭自我。俩老着急又无

奈。方萍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
即展开帮扶计划，多次与该外孙谈
心沟通，又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和
社工介入，并为其争取到升学机
会。目前，俩老的外孙已重新振
作，打算好好学一门手艺。方萍儿
也舒了一口气，“有了目标和奔头，
生活就有了希望。”

暖心家园开展工作的两年间，
方萍儿提供帮助曾被处于痛苦中
的家庭拒绝过，但更多的是被接纳
和感谢。“有越来越多的家庭走出
阴霾，重燃希望之光，这就是这项
工作的价值和我坚持的意义。”方
萍儿说。

方萍儿 计生特殊家庭的“娘家人”

本报讯（记者 高阳 通讯员
王文琪）近日，身在展茅街道司
法所的贝某珍、区诉讼服务中心
调解员俞欢以及身处岱山县衢
山镇的毛某芬，三方通过“共享
法庭”视频连线、在线调解，顺利
化解了案件，让当事人“足不出
户”，将矛盾纠纷直接化解在“家
门口”。

“共享法庭”打破时空限制

据了解，因借贷发生纠纷，贝
某珍将毛某芬告上法庭。普陀法
院征求当事人意见后，决定对该
案适用调解。由于贝某珍年纪较
大，刚出院身体不适，不便乘车出
门，又几乎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而
毛某芬在衢山照顾母亲，因大风

停航，短时间内无法返回普陀参
与调解。为尽快调解纠纷，区人
民法院立案庭当即决定启用刚设
立的“共享法庭”展茅街道司法所
站点，并通知贝某珍就近前往该
站点参与线上调解。

当天上午，在工作人员的引导
下，贝某珍通过展茅街道司法所
站点的“共享法庭”，与身处衢山
的毛某芬、身处普陀区诉讼服务
中心的调解员视频连线，进行在
线调解。双方当事人最后顺利达
成调解协议。

无差别共享“智慧司法”便利

“共享法庭”是“信访打头、调
解为主、诉讼断后”的“最小支
点”。该法庭模式系依托村社、矛

调中心等场所原有场地，新增信
息化设备，开展线上调解、远程开
庭、巡回审判、法治宣传等多项工
作，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便捷、
规范地享受司法服务。同时，“共
享法庭”还配有熟悉社情民意的
社区干部、驻点网格员和人民调
解员进行调解，整合了法院、矛调
中心、仲裁、公证等解纷力量，打
造数据共享、就近调度的多元解
纷网络。

据了解，我区计划设置42个
“共享法庭”站点，预计12月初全
面建成。“共享法庭”建成后，可实
现调解指导、网上立案、在线诉
讼、普法宣传、基层治理五大功
能。

“‘共享法庭’在镇街、村社两

级全面设立站点，各个年龄层的
群众，无论是否使用、会否使用智
能手机，都能就近享受无差别的
信息化司法服务，这是最直观的
一个便利。”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
长马利斌说，我们的司法力量还
可以通过‘共享法庭’下沉到村
社，帮助偏远地区群众或老年人
等在‘家门口’跨域、便捷、规范参
加在线庭审。”

据介绍，“共享法庭”旨在打
造一站式诉讼服务、一站式多元
解纷、一站式基层治理的最小支
点，以一体化、均衡化、便捷化的
诉讼服务助力构建“四治融合”城
乡基层治理体系，为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法
治保障。

“共享法庭”让当事人足不出户

矛盾纠纷化解在“家门口”
家住城北南陀

路御景山庄的周先
生日前向12345热
线求助，称他家院

子里有一只受伤的小猫头鹰，希
望有关部门能派人前往救助。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普陀分局工作
人员立即赶赴现场，接管了这只
长相奇特、脚爪受伤的猫头鹰。
后经省林业局专家鉴定，这只猫
头鹰的学名叫北领角鸮，属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目前浙江还没有
它的发现记录。

原来还是“稀客”登门！经
过普陀动物救助中心治疗，伤情
痊愈的北领角鸮重返山林，而省
林业局专家则准备将其编入正
在撰写的《浙江动物志》。每一
次美丽邂逅，都令人惊喜万分。
应该说，“稀客”登门纯属偶然，
但是偶然之中有必然。没有森
林茂密、山清水秀的好生态，怎
会有“良禽择木而栖”的可能；没
有周先生的敏感和谨慎，这只受
伤的北领角鸮极有可能无奈地
自生自灭，哪能享受到如今的贵
宾待遇。

生物多样性调查结果表明，

普陀的野生动植物种类越来越
多。其中，哺乳动物就有12种，
包括中华穿山甲、豹猫、獐、小
麂、野猪、黄鼬、大足鼠、黄毛鼠、
黑线姬鼠、北社鼠、东北刺猬、山
东小麝鼩等。随着调查的深入，
新的发现还在不断增加，这就难
怪人们随时可能与珍稀动物不
期而遇。

没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
缘，绝不会有莫名其妙的“稀客”
登门。近年来，普陀以打造宜居
宜游的“海上花园会客厅”为目
标，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
平。而随着自然资源保护和修
复工作的逐步深入，生物多样性
也在悄无声息中不断孕育，广大
民众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更
是与日俱增。

对普陀人来说，每一次“稀
客”登门既是一种亲近、也是一
种激励。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
负人。咬定青山不放松，持之以
恒地抓好生态环境保护，从方方
面面落实好碳达峰、碳中和，普
陀的绿水青山一定会更加美丽、
更加灵动。更多的“稀客”，也一
定会成为“常客”。

“稀客”登门，偶然中有必然
□大力

本报讯（记者 严艺伟）近日，区
消防救援大队针对本辖区部分外卖
餐饮单位开展冬季消防安全检查。

检查人员重点抽查了东港贸易
城及海天大道沿街部分餐饮单位，
着重检查二层是否住人、消防安全
器材是否齐全、用气、用电、用火是

否符合标准及从业人员是否能熟
练使用灭火器等，针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

消防部门表示，后期将对沿街
店铺，包括高层建筑商业综合体进
行消防检查，确保冬季消防安全措
施落实到位。

消除外卖餐饮店火灾隐患

消防部门开展冬季消防安全检查

本报讯（记者 高阳 通讯员 陈
英）近日，区人民检察院、团区委联
合举行首批公益诉讼志愿观察员聘
任仪式，来自各行各业基层一线的
25名关心支持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的志愿者，被聘为首批公益诉讼志
愿观察员，并举行岗前培训。

据了解，建立公益诉讼志愿观
察员机制是检察机关探索建立“让
群众参与、让社会大众共同守护公

益”的全新工作机制，有助于构建保
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合
力。

区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胡胜
表示，今后，区检察院将积极借助公
益诉讼观察员这一“桥梁”，拓宽公
益诉讼线索发现渠道，不断加强和
改进公益诉讼工作，以高质量的检
察公益诉讼工作，更好助力普陀检
察公益诉讼有更大作为。

首批公益诉讼志愿观察员聘任仪式举行

25名公益诉讼志愿观察员“上岗”

根据《舟山市普陀区公共租
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关于推
进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并
轨运行实施意见》《舟山市普陀
区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文件
要求，为加强公共租赁住房动态
管理，我中心需对符合条件承租
人已死亡的公共租赁住房进行

清退，以用于本年度实物配租。
我中心联合社区，多次通过

电话、留置送达书面通知等方式
查找、通知已死亡承租人有继承
权的近亲属（以下简称“近亲
属”），限期到指定地点清理承租
人遗物、办理退房手续、腾退租
赁房屋等，但至今仍有部分已死

亡承租人近亲属无法取得联系，
或近亲属逾期未到指定地点办
理相关事宜。

现特发公告，请公告附表
《公共租赁住房（含直管公房）死
亡承租人情况和退房办理明细
表》承租人的近亲属于2021年
12月15日之前，持与承租人的

关系证明到指定地点为承租人
清理遗物，办理退房手续，腾退
住房。如逾期未办理，我中心将
联合所在地社区和派出所等相
关单位清理遗物，腾退住房，如
因此造成的一切财产毁损灭失，
由遗产继承人自行承担。

特此公告。

普陀区公共租赁住房（含直管公房）死亡户办理退房手续的公告

公共租赁住房（含直管公房）死亡承租人明细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姓名
毛惠德
徐燕红
汪伟祥
陈丽玲
郑德明
俞华平
陈云霞
贺富荣

任国平

承租的公租房地址
普陀区瑞欣家园7幢1406室
普陀区瑞欣家园7幢1101室
普陀区瑞丰家园11幢304
普陀区瑞和家园10幢609
普陀区瑞和家园21幢212
普陀区瑞和家园22幢512
普陀区新街社区宋家弄2号

伏虎路3号楼301室
北安隧道137弄3号204室

（137弄4号204室）

户籍所在地
普陀荷外社区
普陀荷东社区
普陀东大社区
普陀荷外社区
普陀茶湾社区
普陀泗湾社区
普陀新街社区
普陀西大社区

普陀西大社区

身份证号
330903196011300052
330902196204110021
33090219560523061X
330902195001040620
330902195112280619
330903196508120014
330902195311080249
330902196408040256

330903196409220212

退房事宜办理地点、人员

办理地址：普陀区东
港海莲路91号房管大楼3
楼304室

电话：3056533

舟山市普陀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21年12月1日

关爱共成长
普法育未来

12月4日是国家宪法日。
朱家尖中心幼儿园日前开展以

“关爱共成长，普法育未来”为
主题的宪法宣传周系列活动，
以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
威，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制观
念和法律素质，厚植爱国主义
情怀。
（通讯员 洪素雅 记者 刘珈伶）

本报讯（记者 胡晓 通讯员 缪
筱 缪力维）近日，区公路与运输管
理中心组织开展全区汽车维修从业
人员业务培训，来自维修企业和维
修协会的85名人员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由高级工程师、中国

汽车工程学会特聘专家李东江授
课，重点解读道路运输法律法规，并
结合典型维修车间事故案例，使参
会人员切实体会到狠抓维修企业安
全生产管理的重要性，提高了汽车
维修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专家授课帮助提升整体素质

85名汽车维修从业人员集中“充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