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个相邻小区为一堵墙争执不休
一堵堵心墙拆了建，建了又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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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都市脉动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有一堵墙，
竟开了5道门，其中有一扇还开在二楼
的位置，除非有飞檐走壁的功夫，否则
是进不去，下不来的。这堵神奇的墙就
位于昆山路213号。昨天上午，记者冒
雨探访了这道神奇的墙，终于把这些
门的功能搞清楚了。而有一扇开在二
楼的门会否藏有“ 玄机”，虹口区四川
北路街道的负责人实地走访后表示，
只是变电房而已，除了电力部门的人，
别人无法出入的。

昨天上午9点左右，记者前往昆
山路213号，大老远就看到一堵墙上
居然开了5个门洞，其中四扇门的材质
和款式相同，都是属于复古型的，顶部
还用石膏线勾勒出欧洲大门的感觉。
那么这堵墙到底是干嘛的呢？记者使
劲地敲了敲每扇门，均无动静。在路人
的指引下，记者便前往墙后面的昆山
公园找线索，园内的保安、游客也不晓
得这堵神奇墙的来历。

记者随后找到了毗邻这堵墙的
元贞居家旅店，旅店负责人邹先生也

一直觉得这些门很奇怪，于是和记者
一起去实地查看。他指着一楼靠左的
两扇门说，“ 这是我们旅店的配电
房，其他的三扇就不知道了。这些门
是2005年或者2006年当时的乍浦街
道帮忙统一安装的，我记得当时自己
就贴了一点钱。”不过，邹先生表示，
一楼最靠右首的一扇门曾看到有人
将其作为批发鞋的仓库。但应该属于
浴场的地盘。

记者在路人的指引下，又一路找
到了乍浦路251号上的鑫金浴场。在
与领班陈先生沟通下，对方领着记者
去探访那道门。通过黑漆漆的通道、
狭长的过道，陈先生终于打开了位于
昆山路一楼最右首的一扇门，原来这
是一扇安全通道门。陈先生又指着二
楼的那扇门解释说，这是配电箱的
门，不能打开。

昨天下午，四川北路街道的相关
负责人在派人实地探访后，给了回
应：位于二楼的那扇门是变电房，平
常人是不能进出的。

本 报 讯 见 习 记 者 苏 文 俊
本报曾报道“ 小区‘ 洞洞墙’久伤不
愈”，康城社区北侧围墙20多次被
砸，居民买菜方便，却引发一系列治
安问题。从2010年3月起进驻康城的
莘庄镇康城综合办公室表示，康城业
委会改选完成后将征询意见。

康城居民朱阿姨告诉记者，现在
康城北侧的马路菜场依旧火爆。“ 那
个墙洞还在，我早上就去买过菜。”
记者在现场看到，那个2米宽的门洞
依然在。朱阿姨还透露小区将进行业
委会选举，她回忆道：“ 业委会选举
已经拖了很久了，所以小区里的许多
事情都没办法解决。”

不过据了解，康城小区是存在业
委会的。莘庄镇康城综合管理办公室
的叶女士介绍，围墙的问题接到过居
民的不少投诉，由于老一届业委不同
意动用维修基金补墙，这笔的费用一
直是由物业垫付。

据了解，康城社区今天举行业委
会改选，改选完以后将商讨有关围墙
的问题。朱阿姨说：“ 现在的情况比
较复杂，围墙边上的居民楼都支持采
取长效措施，但住在靠里面的居民都
不赞成封堵围墙。因为马路菜场买菜
方便而且便宜。马路菜场青菜1.8元
一斤，小区菜场2.5元一斤。没有这个
马路菜场，小区居民都只有乘农工商
的班车，下车步行十分钟到农工商附
近的菜场买菜，来回太费时间了，年
纪大的人行动也不方便。”所以改选
好的业委会也可能存在分歧。如果小
区菜场不解决的话，永远都存在市场
需求，马路菜场依旧火爆，那么破墙
的矛盾将继续存在。

对于买菜问题，康城综合办叶女
士也很无奈，“ 应该说贵也不会贵很
多，我不是康城居民，对小区菜场的
菜价不是很了解，作为综合办来说这
个问题也很难解决。”

【 居民投诉】
20天内3户人家被窃
居民责怪围墙被推倒

韩先生家住平凉路1157弄鑫隆
公寓，隔壁是九州花园小区，两个小
区间有一堵围墙隔开，不过却在上
月被推倒了。他告诉记者，案发当晚
他正在沉睡，大约半夜3点20分左
右，他被家里的狗叫声惊醒，不过当
时并未太多理会便又睡去。谁知次
日早晨醒来后发现家里已被窃贼光
顾过了，损失达8万多元。事后韩先
生去调看小区的监控录像，发现当
晚3点10分左右有一个形迹可疑的
人从隔壁小区跨过原围墙处进入他
们小区。韩先生认为，正是这堵墙被
推倒，才使得窃贼能够进入他们小
区。记者了解到，该小区在春节前后
的20天时间里发生2起偷窃案，3户
人家被盗，小区居民普遍感到不安。

记者在平凉路1157弄 门 口 看
到，西侧是鑫隆公寓，东侧是九州花
园，两个小区紧紧相邻，中间则是一
堵墙。但是从入口处往里大约二三
十米左右部分的围墙已被推倒，砖
块堆满一地。记者在两个小区里逛
了一圈后发现，这两个小区总共只
有东南两个入口，东门属于九州花
园，而南面入口被墙分开成了两个
门，分别属于两家小区。鑫隆公寓的

业主告诉记者，居民认为小偷正是
从九州花园的东门进入，跨过原来
围墙处进入到他们小区。

【 推墙缘由】
新物业公司
为摊薄成本推倒围墙

两个小区间的分界围墙为何要
被推倒？记者经过多方查证后了解
到，这是考虑到新任物业公司的经
营问题，并一度得到过两个小区业
主的共同认可。这两个小区同属于
平眉居委会。鑫隆公寓原来的物业
公司在去年年底因为经营难以为继
而决定退出。随后居委会提出由九州
花园的荣正物业接管，将两个小区一
起纳入管理。而同时两套方案也摆在
了鑫隆公寓居民的面前：一是物业费
上涨；二是物业费不涨，但小区间的
围墙需推倒拆除。原来，鑫隆公寓的
前任物业公司便曾因经营困难而提
出物业费上涨，但未获业主通过。而
荣正物业一旦接手，则可以将围墙拆
除，从而使南面入口处的保安岗位减
少，降低人力资本，同时拆除围墙的
地方可以建停车场，增加创收渠道，
也能为居民缓解停车问题。经过居委
会的征询，鑫隆公寓超过三分之二的
业主同意了第二套方案。

1月4日，荣正物业公司派遣人
员拆除了围墙。不过此举引起了部
分鑫隆公寓的居民不满。记者经过
多方了解，得知当初双方曾有一个
口头协议，荣正物业接管后须有2个
月适应期，只有在2个月后得到鑫隆
业主认可，才能拆除围墙。

而真正令全体鑫隆业主感到不
安的，正是20天内发生的2起盗窃
案。“ 小区内老年人偏多，居民没有
安全感。而且墙被拆除以前从来没
发生过盗窃案。”业主马先生对记者
说。此后鑫隆的业主经过讨论后决
定，自己出资重筑围墙。

可是，围墙重筑工作刚刚开始，
便又被推倒。而这一次，行动的是九
州花园业主。

【 争执焦点】
一个小区要求拆墙
一个小区要求建墙

记者从九州花园业委会主任熊
阿伯处了解到，拆除围墙的费用是
九州业主出的，而且他们对围墙的
位置一直抱怨已久。由于墙与九州
花园居民楼的间距过近，许多九州
居民从南门骑车出入时经常会发生
磕磕碰碰。

九州花园业主周柏芬阿姨向记
者讲述了围墙问题的历史根源。她
记者向记者表示，这堵分界围墙的
位置不是在当初两个小区开发时的
规划线上，而是向九州花园挪了3米
左右，侵占了九州业主的利益。她告
诉记者，当初该地块属于棚户区，后
来进行整体改造，由同一家开发商建
设，鑫隆属于一期工程，九州属于二
期。但在一期工程完成后，二期工程
尚在建设中，开发商却更换了。在此
期间，两个小区间建了一堵临时施工
墙，此后却一直未被拆除，便成为了
如今两个小区分界的这堵墙。然而，
九州业主认为，根据最早的规划图，
这堵墙不在当初两个小区分界的规
划线上。熊阿伯向记者出示了一份

“ 上海地籍图”，其下落款是“ 杨浦
区房地产测绘所”。记者看到图上的
规划线更靠近鑫隆公寓，与现场看到
墙的情况恰好相反。周阿姨说，“ 我
们不是不让他们重砌，要砌可以，得
在规划线上。”

而鑫隆业主马先生告诉记者，他
们在重新砌墙时已经做了让步，从原
来的位置向他们这边挪了半块砖的距
离。“ 本来墙边种绿化的，现在墙挪了
半块砖的位置，绿化也没了。”如今，两
边业主在围墙位置上纠缠不休。

市民韩先生近日来电向本报反
映，他们家在上月被窃贼光顾，盗去
8万多元的财物。而导致窃贼容易
得手的原因竟是他们小区与隔壁小
区间的一堵围墙被物业公司推倒，
并拖延至今未解决。记者深入调查
后发现，围绕着这堵被推倒的围墙，
竟衍生出了两个小区间剪不断理还
乱的关系：本应是一家小区，却多年
来被这堵墙分成了两家。

本报见习记者 赵晓灵

在采访中，熊阿伯、周阿姨和荣
正物业的李经理都向记者表示，其
实把墙拆除是最好的方案。“ 你注意
到没有？两个小区都是1157弄，同属
于一个居委会管辖。” 李经理说，

“ 其实两个小区本来就该是一家，只
是历史原因被一堵墙拆成了两家。”

可是，鑫隆公寓的治安问题却
让好事泡汤。李经理告诉记者，在围
墙拆除后，他们已经有过措施加强

治安。“ 本来由于九州花园南门过
小，考虑到消防通道问题东门24小
时开着。在围墙拆除后，晚上东门开
始关闭，而东门保安也能去到南门
巡逻。”

不过，南门的保安罗先生则告
诉记者，晚上小区南门只有一个保
安，而窃贼翻过的原围墙处，恰好是
保安观察的死角。记者了解到，围墙
拆除后，本来九州花园的南门保安

岗立刻被拆除。
无论对于两个小区间关系也

好，对于物业公司利益也好，能够把
这堵隔阂在两个小区居民间的围墙
拆除都是件好事。各方也曾一度达
成共识，可由于窃贼“ 不识相”地光
顾，让鑫隆小区的居民没了安全感，
重启了砌墙的念头。记者不禁要问：
难道人们的安全感，只有依靠硬邦
邦的围墙才能实现？

谁来给居民安全感？

康城今日改选业委会
此后商讨“ 破墙”问题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通讯员
徐晓峰 日前上午，家住曹路镇永丰
村的黄阿婆腿疼病又犯了，她赶紧打
电话给村为民服务车队。车队马上派
人送她去了医院。“ 我们这儿没有车
子进来，出租车也叫不到，都是村里
的车送我去医院，两年多了！”78岁
的黄阿婆感激地说。

提起这支车队，还要从几年前说
起。当时，曹路川沙路以东的永丰、永
和、永利3个村的村民到镇上办事，要
步行近2公里才能到公交车站。由于
路不好走，很少有出租车愿意往村里
跑。这3个村老龄化程度又很高，仅永
丰村6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400多位。
农村里有私家车的人又不多，老人、
小孩要是夜里突发疾病需要送医，真
是寸步难行。考虑到百姓的实际困
难，2007年，永丰永和永利联合支部
决定组建车队，配备专职司机，免费

为村民服务。村民有急难愁事要办，
为民服务车队总会及时出现。

顾周源是永丰村服务车队的骨
干。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村民
一个电话，他总是随叫随到。一年出
车320多趟，他的车在车队里破了纪
录，被人们称为“ 民间120”。去年的
一个晚上，凌晨两点多钟，熟睡中的
小顾突然听到手机在响———4组的一
位老人突发脑溢血。衣服还没来得及
穿整齐，小顾就奔出家门，一路疾驰，
将老人送进了川沙人民医院。由于送
医及时，老人转危为安。

而今，记者从曹路镇获悉，为了
让这支“ 为民服务队”真正担当起

“ 民间120”的职责，街镇方面将联
合相关部门对这些车队成员进行一
系列医疗急救方面的培训，使他们
在紧要关头名副其实成为一支编外
120队伍。

曹路有支“ 民间120”服务车队

神奇的墙一墙开五门，一门在二楼

两小区之间的围墙推了又建，建了又推。 本报见习记者 丁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