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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老旧小区
“四老一差”困局

14

本报记者姜微、肖来胜、周琳

位于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街道的创智坊
和国定路第一小区同处一个街道，仅一墙之
隔。但就是这简单的一道“墙”，让公共设施无
法共享，两边的居民一边抱怨不便，一边却又
对开“门”心存顾虑。

“从楼上看对面，百货公司、网红路近在咫
尺 ；可真要从小区大门走过去 ，要花 2 0 多分
钟。”在国定路第一小区住了 20 年的居民罗建
国，一直希望打破两个小区之间的围墙。

他曾向一些部门提出过开门的建议，但因为
资金来源不明、居民意见不统一等原因，一直没
能落实。望着墙外现代气派的建筑和便利的公共
设施，他感慨地说：一边“第三世界”，一边“第一
世界”，两个世界既隔着“围墙”，更隔着“心墙”。

而在另一边创智坊的居民，也心有忌惮。墙那
边的小区又老又旧，违章建筑不少，人员纷杂，一
旦开门，买菜就医方便了，但环境、安全问题会不
会接踵而来？“想开不敢开”，让很多居民踌躇犹疑。

两边小区的居民犯难，街道干部也颇费思
量。“两个世界”落差大，开门的建议首次征询，遭
到了其中一个小区的九成居民反对。“心墙”不
除，开门不易。开好这扇小小的门，让“陌邻”变
“睦邻”，是当地社区治理中的一件大事。

“想开不敢开”，破墙先得开“心门”

“想开门”的呼声很高，但“不

敢开”的忧虑也很现实。老小区居

民如果在这儿乱遛狗、乱停车可咋

办？一旦开了，这扇门可就不能关

在上海锦建路上的国定路第一小区南侧，
一扇旋转式的“睦邻门”内外，人来人往。有推着
小车买菜、送孩子上学的老人，也有赶着去地
铁站的上班族。上班高峰期，记者粗略统计，短
短十分钟内就有十来个居民来回通行。

这扇不起眼的小门，从酝酿到破墙，足足铺垫
了 3 年，直到今年 3 月才正式打开。

创智坊和国定路第一小区都相对封闭，由于
居住环境、人员结构差异明显，小区之间虽仅一墙
之隔，但基本不相往来。隔绝的状态给两边居民的
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

创智坊小区是 2006 年建成的高档商品房
社区，小区环境整洁优美，区内 4400 余人以高
收入青年白领为主，毗邻五角场繁华商圈，运动
设施、创智农园、开放式花园等优质公共资源齐
全。

国定路第一小区是 20世纪 80 年代建成的
老旧小区，基础服务设施陈旧老化，3300 名常住
人口中，60 岁以上老人就有 1100 多人，还有大量
外来人口租住。但是，因为小区建设较早，菜场、养
老中心、学校等配套完备，几分钟内就能直达。

一墙之阻，群众叹息：国定路第一小区的居民
望“园”(开放式花园)兴叹，望“坊”(睦邻中心)兴
叹，望“路”(“网红”大学路)兴叹，望“铁”(地铁站)
兴叹，绕墙一圈要近 2 公里，获得优质公共资源的
成本太大；创智坊居民同样烦恼，他们望“菜”(国
定路菜场)兴叹，望“医”(医疗服务点)兴叹，望
“服”(养老服务综合体)兴叹。

真要打通围墙，却又遭到了不少居民的强烈
反对。五角场街道基层党组织在收集居民意见后
发现，“想开门”的呼声很高，但“不敢开”的忧虑也
很现实。

“最早在小区征求意见时，90% 的居民都不
太愿意开门。我们花了高档住宅的钱，才享受了这
样好的环境。他们那边停车杂、小区差，一旦开门，
环境肯定会变得不宁静。”创智坊居民贾老师心里
犯起了嘀咕，老小区居民如果在这儿乱遛狗、乱停
车可咋办？一旦开了，这扇门可就不能关了。

不仅创智坊，国定路第一小区的居民也有
一些反对的声音。居民刘孝清离“睦邻门”选址很

近，一开始是开门的坚定反对者。“开门吵闹、人
员又杂，安全都没有办法保障，共享单车会不会
乱停？会不会有很多小区外人员乱出入？”她耐不
住性子，跑去街道反映说，楼上前几年还遭了窃，
防盗窗都被剪刀剪开了，这墙一破、门一开，不是
更不安全了吗？

“破墙行动”，精耕细作弥合“心墙”

在两个小区居委会的“撮合

下”，两边居民常常“聚”在一起，包饺

子、包粽子，文化活动热起来，以往

陌生的近邻们慢慢地熟络起来

居民有意愿，社区干部不能视“墙”而不见，又
不能急于求成。怎么把好事办好，考验着基层治理
的智慧。

回应群众期盼，推进社区协调发展，这既是对基
层党组织政绩观的考验，也是对工作成效的检验。
五角场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正明，与两个小区基层党
组织一起，利用 3年的努力，来了一场“破墙行动”。

两个小区人员几乎不交流，彼此之间不放心、

不信任。怎么办？那就先从基层党组织开始，先“融
合”起来。

趁着换届选举，街道把创智坊居委会行政负
责人陈文芳，调到了墙另一侧的国国定路第一小
区任党总支书记，成了两区居民间的“黏合剂”。

在创智坊任职的时候，陈文芳原本也不主张
破墙，担心小区井井有条的秩序被打乱。到了国
定路第一小区，走访了众多居民，眼见着墙那边
的资源看得到、够不着，她心里也不是滋味。但是，
真要破墙，这边居民的习惯、素养、环境，都要来个
大转变，才能使这扇门开得太平、开得安心。

换位思考让她体会到了街道“换岗”的良苦用心。
说干就干！农学专业出身的她，自掏腰包，买

花苗、种果蔬，带头改变老旧小区的环境，把小区
里的杂草乱木，一点点地清理干净。老房子的墙边
过道，也都种上了树，栽上了花。

这边小区的居民，尝到了家园变美丽的甜头；
而墙那边的高楼里，居民们也看到了一点又一点
改变的诚意。

在基层党组织的推动下，业委会、物业公司、
社会组织、居民群众等多元主体，定期相聚，一起
共建了名为“百脑汇”的议事堂。两个小区的居民
坐下来，定期不定期就“破墙”行动商讨，吵化了坚
冰，吵热了温度。反对的、支持的、出主意的，渐渐
融为一体。

这还只是第一步。杨浦区推行的“社区规划
师”探索，也派上了用场。

来自同济大学等高校的专业规划团队，为墙
里墙外实施“城市微更新”，把国定路第一小区和
创智坊中间一块废料堆放区，改造成了一片全开
放式的“创智农园”。

农园里，听得见蛙鸣，闻得到稻香，看得见花
开。一片农园花海，数十种香草错落有致，小池塘
里蝌蚪、乌龟恬然生活，油菜花、月季花等“月月有
花开”，让两边的居民都心向往之。

创智坊居民一步之遥，但对于墙那边的国定

路第一小区居民来说，年轻人可以带着孩子绕一
大圈过来休憩，年纪大的就只能隔墙相望。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领域的专业老师刘悦来，

借助社区睦邻互动日的契机，在国定路第一小区
开了一个墙洞，设置了一枚“潜望镜”，居民们从这
个小镜头里，开始看到外面农园里的更多精彩。

2016 年 9 月的一天，杨浦社会组织四叶草
堂带领居民在墙边的创智农园劳作，一位名叫
诺诺的小朋友和小伙伴们、专业画师们玩得兴
起，在农园一侧的墙面上，画了一扇彩色的“魔
法门”，并写上了《哈利·波特》电影里的典故“9
又 3/4”作为门牌号。

画作中，国定路第一小区居民穿墙而过，直达
创智坊。手绘画上每一个人物，甚至宠物狗，都是
两个小区真实住户的写生。

画为心声，改变正在慢慢地发生……
在两个小区居委会的“撮合下”，两边居民常常

“聚”在一起磨合、沟通，包饺子、包粽子，文化活动
热起来，以往陌生的近邻们慢慢地熟络起来。

在基层党组织的支持下，社区规划师团队还
面向 500 名社区群众时不时组织大型社区互动日
活动，详细开展社区规划讲解，一点点把“破墙”的
想法告知更多居民。“心墙”消弭，两个小区居民也
走到了一起。

经过了 2 年多的铺垫，顾虑慢慢化为共识，反
对逐步转成支持。“魔法门”成真了！

2019 年 1 月，国定路第一小区业委会主动提
出申请，向“美丽家园”项目申请资金，砸“墙”开
“门”。在进行居民意见征询时，反对率为零。最终，
由国定路第一小区实施破墙开门的决议，确定了
破墙开“门”的地点、开放时间、物业管理、周边保
洁、安防设施安装、党员志愿者巡查安排等细节。

“睦邻门”设置的位置，本来是国定路第一小
区的一处死角，平时少有人来。放眼望去，都是旧
冰箱、破塑料等垃圾，杂草丛生、难以行人。国定
路第一小区的老党员们主动请缨，成了“破墙”行
动里的主力军。

86 岁的梅留泉，主动参与到除草队伍里；73
岁的业委会资料员朱静崖，自己上阵为“睦邻门”
装上了两个实时监控的摄像头，为安全护航；陈文
芳买来了锄头，发挥自己学农艺的特长，把这块小
地方变成了花草遍地的“小花园”…… 40 多人次
清理了四五次，把开门地点边的杂草变成了花木，
垃圾堆也变成了石子路。

最终，这一打破隔阂的“门”被命名为“睦邻
门”。2019 年 3 月 28 日，“睦邻门”正式通行。开门
当日，国定路第一小区居民们自发准备了很多苹
果、橘子，送给每一个穿过“睦邻门”的邻居、伙伴，
寓意着平平安安、吉祥如意。

陌邻变睦邻，“共建共治”更和谐

因为一面墙而失去的邻里亲情

回来了，和谐互助、温馨欢乐的社区

氛围正溢出小区，在更大范围蔓延

有了这扇门，两个小区变成常来常往的“亲家”。

记者在“睦邻门”看到，创智坊居民葛女士
刚刚接孙子放学走出，满脸喜悦。

她每天都要从这个门进出四五次，买菜、接
孙子、去养老服务点，每次只需要步行 3 到 5 分
钟。

创智坊居民高女士拉来了国定路第一小区
几个同好，壮大自己时装队队伍，从反对走向了
支持，“没事搞点旗袍秀，晒晒朋友圈，咱也还年
轻”；创智坊白领们工作繁忙没办法接送孩子，

国定路第一小区的老人们就主动请缨看护。

吃完饭去散步的朱静崖告诉记者，自己掐
了表，开门之后，从家里的 5 楼出发，走路到地
铁是 10 分钟，到沃尔玛是 13 分钟，到第一食品
商店 15 分钟，而以前，这些路程都得靠骑自行
车才能过去。

试用期间，晚间八点半就关的“睦邻门”，也
在大家的要求下，延长到十点半才关闭。

“睦邻门”的开启，是基层党组织精细化治
理“日拱一卒”的努力和铺垫，正在激活居民自
治共治、以新带旧的热情。

记者蹲点过程中发现，两边居民每隔一段
时间就自发在“百脑汇”商讨，为“社区微更新”
出谋划策。

居民们自愿成立了好几个工作小组，为下
一步的围墙透绿、墙面美化出起了主意，未来围
墙上不仅要有涂鸦，还要搞成艺术墙……“只要
我们想干的、对我们老百姓有好处的，政府都会
大力支持”。

让居民参与其中，以社区花园为抓手，一
支愿意投身于社区环境美化、持续管理公共空
间的居民自治队伍，也逐渐形成。在共创小组
社区讨论会上，社区规划师团队把共创小组此
前的工作成果分享给大家，还和社区居民一
起，共同制定了一条属于创智坊、国定一的旅
行线路。

为了跟上创智坊的文明发展，国定路第一
小区主动成立了文明养宠俱乐部，垃圾分类也
成为两个小区首先践行的“新时尚”。在农园里，
居民们搞起了垃圾堆肥、循环利用，尝试着“湿
垃圾不出社区”。

曾经脏乱的老旧小区，因为一扇门，正在变
成全新的“美丽家园”。

小区的违章建筑被拆除，腾出来的地方被
规划成了步道；不只是开出的“睦邻门”，而小区
的一大部分墙面都从实心的，变成新鲜透绿的
模式；节假日里，老姐妹们穿戴讲究，一起到网
红路喝个下午茶……“本来以为是他们会让我
们小区变得脏乱，没想到是大家一起变得更好
了”。

因为一面墙而失去的那些邻里亲情回来
了，和谐互助、温馨欢乐的社区氛围正溢出小
区，在更大范围蔓延。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形成共建共治共
享格局，背后是基层党组织为人民谋幸福的“初
心”。

上海市杨浦区区委书记李跃旗说，社区作
为城市的细胞，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
群众的神经末梢，必须有时刻感知居民美好生
活需要最直接、最敏锐的触角，并想方设法满
足群众的期待，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为百
姓开好每一扇“门”。

微信公号：xhmrdxwx 电话：（010）63076340

■记者手记

小时候，都说“远亲不如近邻”，邻居似乎
是居家环境中最亲密的关系之一。

孩子放学做完了作业，不是窝在沙发上
看电视、打游戏，而是叫上隔壁邻居家的三
五个孩子，跳皮筋、打弹珠、踢皮球；

三三两两的妇女们，一手挽着菜篮子，
一手挽着老姐妹，结伴去菜场买菜；

到了夏日的夜晚，大家把竹椅子往院里
弄里一搬，一聊聊到大半夜；

就连哪家夫妻吵了架，都要招呼隔壁家
的长辈过来劝劝架、评评理……

谁也记不起来，究竟是从哪一天开始，
孩子们少了玩伴，邻居时常成了陌生人。

8 月 31 日下午，一场名为“你好，邻居”

的社区规划共创夏日派对在创智农园里举
行，附近社区居民纷纷前来，向旧围墙告别，
也向逼仄、隔膜的昨天说再见。

围绕围墙的翻新，“拆墙”活动结合涂鸦、
喷绘、刻字、敲打，让居民们用自己的方式和
旧日的砖石“Say Goodbye”。

傍晚时分，创智坊、国定路第一小区的居
民们带来了 40 多道菜品。大家一边看着社区
节目，一边品尝美食，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曾经，在农园首次开办的公益沙龙上，演
讲者说，“我们得到了空间，却失去了社区。”

这不禁让我们想问：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自
己生活的社区，不大像社区？

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在社区满足，情感
在这里勾连，对社区是不是真的认可，与幸
福感 、获得感相关。幸福感来自于参与。政
府、社会组织、企业、居民在事前共建、事中
共治，每个人在这片花园里找到自己的位
置，才会真的“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

在社区治理创新中，政府、市场与社会
都是不可或缺的三大力量。除了政府主导、
市场主导，更需要强调的是人人参与、人人
获得的社会自治共治模式。如今，社区治理
正在从传统的“一元治理”向“多元治理”转
变，治理方式正在从传统的“自上而下”向
“双向互动”或“多元互动”的方式转变。

五角场街道所在的杨浦区，一直践行着
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公共社区“三区融合、联
动发展”的理念。不仅是社区之间，社区和园
区、校区也没有“封闭的围墙”，白领们的键盘
声、校园里的读书声，和老人们广场舞的伴
奏声，奇妙地融合，交汇成和谐的“大合唱”。

在采访中，陈文芳指着社区的小花园，感
慨道，“人多多少少对土地都是有感情的呀”。

是的，土地本身有创造力。扎根社区、日
拱一卒，才是对大地的深情、对人民的初心。

基层党组织把改善和创造生活空间的主动
权，交还给了居民。对于社区里每一个人来
说，就是参与其中、改变自己，共享美好。

你好，邻居！

你好，邻居！

一边是高档商品房社区，另一边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老旧小区，从九成反对“开门”到全票赞同

上 海 五 角 场 街 道 破 墙 开“门 ”记
【编者按】杨浦区是上海市传统老

工业区，既是退休工人“扎堆地”，也是

新白领聚居区；既有大量“老土著”，也

有众多“新市民”。五角场街道的创智坊

和国定路第一小区毗邻而居，就是杨

浦“混居生活”的缩影。两个小区有一堵

横亘 20 余年的“墙”始终没能打开。

今年 3 月，墙终于砸开一个口子，

新装上一扇简易门，居民称之为“睦邻

门”。高档商品房和老旧小区的居民从

此由陌生变得熟悉，由隔膜走向亲近。

记者数次深入实地采访，解剖这个基

层治理“小麻雀”发现：破“墙”开“门”，就

是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鲜活案例。

▲创智农园全景。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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