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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墙没了庭院美了居民笑了
反映时间：2019 年 5 月中旬
反映地点：古城台街道学院巷社区

居民反映
青年巷 1 号楼院党支部成员给社区反
映，青年巷 1 号院和青年巷 3 号院之间的一
堵隔墙因年久失修，墙体上部已倾斜，现在
已到雨季，如果不及时对倾斜的隔墙进行
修缮，担心会倒塌，危及过往的居民安全，
希望社区能出面协调，尽快处理倾斜的隔
墙。

社区受理
接到居民反映后，古城台街道学院巷
社区负责人赶到现场查看。这堵隔墙是上
世纪 80 年代末修建的，长约 45 米，墙体底

部是用石头砌筑的，上部是用砖块砌筑的，
砖墙上半部分部分已经倾斜。随后，社区
工作人员联系专业人员对墙体进行了检
测，并联系相关单位对隔墙所属单位的建
筑红线进行了查看，发现该墙归属于青年
巷 3 号院。社区又及时联系到青年巷 3 号
院的管理单位，单位相关负责人得知情况
后非常重视，表示会尽快对隔墙进行修缮，
消除安全隐患。

办理结果

建成，其他施工正在紧张进行当中，预计 6
月 20 日左右就可以完工。

记者回访
★★★★☆
倾斜的隔墙存在安全隐患，在社区和
相关单位的积极努力下，危墙变成了美观
的铁艺隔墙，不仅坚固而且美观，受到群众
欢迎。
（在记者随机采访的居民中，95%的居
民对此感到满意。
）
记者 晓峰

为防止发生意外，6 月 1 日，趁着周末
休息时间，青年巷 3 号院的管理单位组织人
员将倾斜隔墙全部拆除。决定在原地修建
栅栏式围墙，一来可以消除隐患；二来还有
助于美化楼院环境。目前围墙的砖柱已经

“铁杆”人民币收藏爱好者

更换管道除水患
近日，海晏路 31 号院一单元的居民
跑到医财巷西社区反映称，他们单元地
下室被水泡了，希望社区帮着协调解
决。
社区工作人员获知信息后，及时联
系小区物业公司维修人员一同赶到现
场，发现地下室的水已经漫过了脚踝，
居民存放的物品泡在水里。为了全面
了解情况，社区和物业维修人员马上组
织人员对 4 个单元的地下室进行逐一排
查，发现每个单元都有不同程度的积
水，排查发现是因管道年久失修腐蚀破
裂造成的，社区工作人员及时与物业公
司负责人协调，并在第一时间组织维
修，但是管道渗漏的地方多，没办法维
修。
经查，该院自来水管道和排水管道
腐蚀老化严重，普遍存在漏水问题，要
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更换管道。
为此，由社区工作人员牵头，配合物业
人员先入户做了调查，征得所有业主同
意，经协商决定，将单元楼内破损的管
道统一更换，漏水的问题就能得以解
决。
说干就干，社区和物业紧密协作，
一边是社区工作人员帮忙收取费用，另
一边物业公司忙着预算、购买材料，通
过施工人员加班加点，5 月 29 日，更换管
完成，以后居民们再也不用担心管道漏
水了。
记者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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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山社区联合辖区单位开展传承中华文化及道德讲堂活动，邀请民间
书法家现场为学生们展示书法作品，
让孩子们从中受益。
楚楚摄

责任方指定修理厂车主不买账
6 月 10 日，多巴社区居民李女士求
助晚报《社区周报》称，她的爱车停在楼
下被楼上掉下来的保温材料砸坏了，开
发商和物业公司在没有跟她协商的情
况下，私自找了一家汽车装潢公司修
车，她觉得这样处理欠妥当，却又不知
该怎么办？
据了解，6 月 5 日下午 4 点多，湟中
县多巴镇海邯星城家园小区西门外墙
保温材料突然掉落，砸中了停在楼下的
2 辆 小 轿 车 ，其 中 一 辆 就 是 李 女 士 的
车。李女士说，当日下午看到爱车多处
受损，便找物业公司讨说法，而开发商
和物业公司指定她到一家汽车装潢公
司修车，她分别到汽车装潢公司和 4S
店进行咨询，汽车装潢公司定的维修价
格为 2000 元，4S 店定的价格为 6000 至
7000 元。两家定的价格太悬殊，她有些
不放心，便坚持要求到 4S 店修车，物业
公司坚决不同意她到 4S 店修车，且态

度强硬。而多巴镇海邯星城家园开发
商负责人解释说，物业公司没有收取停
车费，李女士的车违停在消防通道上被
砸，按规定她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
现在事情既然发生了，开发商和物业公
司并没有推卸责任，而是积极配合主动
承担责任，指定的这家汽车装潢公司证
件齐全，具备维修能力，所以没必要去
4S 店维修。
就此，青海军辉良剑律师事务所郑
律师认为：李女士选择 4S 店修理是正
当权利，物业公司无权干涉；物业公司
未收取停车费不是不承担责任的理由；
物业公司无权指定修理厂。李女士若
坚决不同意物业的处理结果可通过诉
讼的途径解决此事。
记者曙光

法在身边

李红伟先生今年快 60 岁了，是一位“铁
杆”钱币收藏爱好者。李先生从上世纪九十
年代喜欢上收藏钱币，古钱币、解放前后发
行的民国纸币和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
二、三、四版人民币以及人民银行发行的纪
念币李先生都有珍藏。
李先生告诉记者，最早的时候他是喜欢
收藏各类邮票，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老者给
他讲了一个关于人民币图案的故事，使他一
下子就迷上收藏人民币，并且一发不可收，
人民银行各时期发行的人民币他都喜爱，最
后到了痴迷的状态。每个月一发工资，李先
生就到我市的小公园和邮苑挑一些自己喜
欢的品种购买，空闲的时间就拿出来欣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时发行的伍
拾圆的纪念钞从各大银行对外兑换时，他看
到图案上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了”的画面，那一瞬间热泪盈
眶，他集全了印制精美的五十周年所有的纪
念钞。如今李先生收藏的各个时期的纸币
有近千张，成了李先生老两口心中的无价之
宝。
李先生说，钱币被称为“国家名片”，人
民币就是“中国的名片”，他收藏的人民币中
有不少纸币印有中国名胜古迹图案，这些图
案不仅展现了宜人的中国风景，还展示了美
妙而又独特的中国魅力。
记者楚楚摄影报道

本期晒宝人：园林路南社区李红伟

社区留言板
凤凰园社区

10 户家庭入选最美家庭
6 月 4 日下午，凤凰园社区组织辖
区居民开展了“新时代家庭观大家谈”
暨“最美家庭”评选活动，社区经过自
荐、联名推荐等形式，经居民代表认真
评选，10 户家庭入选“最美家庭”
。
曙光

北山社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读
富强 国之脊梁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
挺起国家的腰杆，
护
卫民众的福祉。旧中国积贫积弱，
备受列强
欺凌，
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
成为近代以
来中华儿女最强烈、
最执着的愿望追求。
我们倡导的富强，是人民共同富裕和
国家繁荣强盛的有机统一，是和平发展与
共享共赢的崭新模式。
“ 贫穷不是社会主
义”
“ 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

义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最终能够创造比
资本主义更发达的生产力，更体现在让发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中
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盛起来也永远不称
霸”。我们追求的富强，不崇尚弱肉强食
的丛林法则，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
辑，而是希望与世界各国和睦相处、和谐
发展，共谋和平、共享和平。

500 余人走进“模拟法庭”
6 月 5 日下午，北山社区党委联合
西宁第十三中学团委举办了一场青少
年模拟法庭活动。模拟法庭采用全仿
真法庭审理的方式，审判了一起关于未
成年人故意伤害的案件，相关辖区单位
及十三中师生 500 余人进行观摩。
“模
拟法庭”庭审过程严格依据现行刑事案
件的规定设置审理流程，模拟案件庭审
过程使学生们亲身感受到了法律的严
肃性。
楚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