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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见闻记者见闻

本报讯（记者 蔡倩雯）近日，
区公安消防支队向西渡街道新南居
委一业主因电瓶车乱充电的违法行
为开出处罚决定书。据悉，这也是
奉贤高层住宅建筑综合治理罚款

“第一单”。
就在前日，居委会及小区物业

向街道高层建筑综合整治工作组
（以下简称工作组）反映，小区某幢
12 层有一业主经常在楼道内对电
动自行车进行充电，居委及物业屡
次劝说教育，但业主依然我行我素，
拒不改正。收到消息后，工作组检
查人员立即出动，发现确有一辆电
动自行车在无人看管情况下充电，
堵塞逃生通道，存在严重的消防安

全隐患。在联系不到业主的情况
下，西渡派出所民警对该电动车采
取搬离现场并暂扣的措施，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第二天，业主沈某现
身物业公司讨要被扣车辆。于是检
查人员对沈某指出了这种违规充电
行为的危害性：“一旦因电气线路问
题引发火灾，除殃及同楼层的住户
外，更是堵住了所有邻居的‘生命通
道’，后果不堪设想”。沈某被带至
西渡派出所，由消防民警对其违规
占用疏散通道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
1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周边居民表示疑问，这么一件
小事有必要采取行政处罚手段吗？
事实上，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因质量

不达标、充电不规范等引发火灾的
情况日益突出，对居民小区消防安
全构成新的威胁。特别是一些居民
为图方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疏
散通道内充电，一旦着火将使“生命
通道”被堵塞，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因此，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台了《上海
市住宅物业消防安全管理办法》，并
自2017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管
理办法在住宅物业有关各方的责
任、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电动汽车和
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管理等重点问
题作了规范。

□记者 孙 燕

音乐响起，只见，台上的一男
一女时而载歌载舞，时而杂技杂
耍，时而斗嘴卖萌，惹得全场捧腹
大笑。这档名为东北二人转的节
目，对金海社区 87 岁独居老人张
寿荣来说，“只在电视里的中秋晚
会上看过”。可就在今年的中秋节
前夕，这一幕，却在他所住的金海
社区长三村老年过渡房里上演，

“心里特别开心”。
让老人在家门口能看“中秋晚

会”，是东方美谷企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为长三村老年过渡房67位

高龄老人准备的中秋节礼物，他们
的愿望很简单，“让每一位老人都
能开心过中秋节”。

83岁的沈小妹告诉记者，住
在过渡房里的老人，因为年龄都
在80周岁以上，和外界的接触并
不多，“看电视、晒太阳、聊天”
组成他们的日常生活。因而，当
听到家门口可以看“中秋晚会”，
她露出了少有的兴奋表情。“一会
唱歌一会跳舞，过渡房里好久没
有那么热闹了。”沈小妹一边描绘
着当晚的情景，一边由衷感慨：

“社会各界对我们真的很关心的。”
也是听闻要给老人搞“中秋晚

会”，上海远盛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英科实业有限公司也主动要
求成为这场晚会的“赞助单位”，为
关爱老人奉献自己的爱心。吃月
饼、切蛋糕，让老人们有了真真实
实的幸福感。

金海社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过渡房里的温情故事不仅仅只
有这一桩。每年，都会有不少爱心
企业、爱心学校、爱心人士走进过
渡房，为老人送上节日祝福，帮老
人做家务，和老人谈谈心。“有了他
们的陪伴，这里的日子也过得特别
充实。”张寿荣说。

本报讯 （记 者 张莉莉/文
陶 涛/摄）“5 张早餐券，对我们
来说太温馨了！”9月28日下午，环
卫工朱国新收到上海健尔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发放的早餐券，感动不
已。作为奉贤一份子，健尔餐饮以
别样的方式，参与到创建全国文明
城区的工作中来。

“创城过程中，环卫工们扑在
第一线，非常辛苦，所以为他们送
去早餐。”上海健尔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黄志勇表示，公司经营
的就是街头巷尾的早餐车，这次首
先为西渡街道 200 多位环卫工提

供餐券。接下来，还将普及到奉浦
街道、南桥镇等各镇、街道和社区。

“早班的环卫工要从凌晨2点
上岗，到中午11点下班，早饭都是
自己解决，有的从家里带盒饭。”西
渡街道环卫所负责人陈卫标颇为
感动，“健尔”通过这个公益之举，
也是在呼吁更多企业关注，参与到
美丽奉贤建设中。

从今年9月份开始，健尔公司
员工每周四来到各个主干道，进行
义务清扫。每个区域的工作人员
都对餐车附近的路段进行包干，为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添一份力。

□记者 孙 燕

日前，记者收到了一份来自区
市民巡访团吴雪超的来信。信中，
他讲述了四团一保洁员王洪娟拾
金不昧的故事，他认为，“她就是我
们身边的榜样”。

故事发生在 8 月 28 日，当时，
他作为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督查
第6组成员，正在对四团镇滨河小
区进行巡查。“居委干部向我们反
映一件刚发生的事，那就是保洁员
王洪娟拾金不昧的感人故事。”吴
雪超至今仍记忆犹新。那天一早，
王洪娟和往常一年，在滨河小区的
居民楼下认真地清扫着。当她扫
到 17 号梯附近时，发现晒衣架旁
的地上有一个彩色袋子，她好奇地

捡起来打开一看，顿时愣住了，里
面有一大迭百元钞票，数了数，整
整4000元。

“那时，周围没有一个人，她就
算拿走了，也不会有人发现。”吴雪
超说，可她却毫不犹豫地喊着“谁
的钱掉了，谁家的钱掉了？”喊声惊
动了居民。经大家查询，原来是16
号居民胡阿姨晒被子时，不小心把
放在被子里的准备给女儿买药的
4000元钱袋子抛落在地上，自己浑
然不知。直到王洪娟问清原委把
钱送到失主手中，失主才拍腿大
悟，感动不已。失主还拿出500元
作为报酬欲送给王洪娟，可她就是
不要。吴雪超说：“王阿姨一直说

‘不要，捡到钱应该还的’。”
更让吴雪超感动的是，王洪娟

还说了这样一句话：“文明创建不
光嘴上说，更要实际行动。”“这
不正好印证了文明创建涌好人，
好人铸就文明城吗？”吴雪超这样
评价道。

短评：创建文明城区的目的，
是为了培育更有道德感的人，是
为了用良好的道德风尚去引领人
的价值取向，是为了人们更加幸
福地生活。保洁员王洪娟拾金不
昧的故事，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
表率。

本报讯（记者 潘丹云）“4D”
真人版水上漂移、武侠现实版“凌波
微步”，跳、转、跨、旋……一气呵成，
10月2日，以“让海湾拥抱世界 让
世界走进海湾”为主题的2017上海
旅游节第三届碧海金沙沙滩滑水节
暨 2017 索道滑水世界杯（上海站）
盛大开幕，30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
名世界顶级滑水高手同场竞技。

阳光、沙滩、滑水、音乐、露营、
烟花……本届沙滩滑水节丰富多
彩。滑水节的重头戏 2017 索道滑
水世界杯（上海站）于10月2日至4
日激情上演。滑水运动员们犹如蛟
龙嬉水般的翻、转、跳、跃，让观看者
惊叹不已。

在本届滑水节中，不仅沿袭以

往的传统项目，还安排了“来呀”国
际青年音乐节、跃动海湾体验节，让
游客们在欣赏精彩滑水赛事的同
时，亲身体验一把滑水节的热情、魅
力和趣味。“来呀”国际青年音乐节，
集国内外嘻哈说唱艺人，还有美食
区、展示区、搭讪广场惊喜亮相，精
彩不停歇。跃动海湾体验节，来自
骑浪俱乐部的水上运动项目展示将
在水面上一一呈现。

此次沙滩滑水节为期 8 天，由
单一的观赏型赛事向赛事体验旅游
产品、赛事休闲旅游产品、赛事文化
旅游产品等多元化产品体系转型，
让上海乃至长三角的广大游客在欣
赏顶级的索道滑水赛事，充分体验
滑水的跃动，感受海湾的魅力。

爱心企业参与清扫、慰问环卫工

为一线工人送上早餐家门口看“中秋晚会”

本报讯（记者 潘丹云 见习记
者 周 婧） 日前，由奉发集团承接
的肖塘新苑一期动迁安置房完成主
体结构施工，部分样板房也初步建
成。肖塘新苑总建筑面积1.49万平
方米，住宅11栋，房屋最高层数27
层，同时建有地下车库，整体工程预
计将于2018年底竣工。。

在现场，部分建成的样板房已
能看见未来动迁安置房的雏形。“拆
迁安置房是老百姓关心的民生工
程，为了能够让老百姓住上舒心安
心的拆迁房，肖塘新苑动迁房建设
品质与商品房看齐。”项目负责人介

绍，前期这些工程，虽然老百姓看不
见，但实际上这批动迁房在细节的
处理上，甚至比商品房还要好。

此次肖塘新苑动迁房应用改进
后的新型悬挑架，将套管预埋改进
为构件预埋，把防水做得更彻底。
相比工字钢填塞楼层，不仅降本节
支，施工更便捷，拆卸也更为安全。
该负责人介绍，“这次使用自粘性的
防水卷材比起普通SBS改性沥青的
防水性能效果更好”。

记者发现，动迁样板房内的空
调隔板、飘窗底板、门窗下坎均做成
内高外低，前置结构抵御渗水，并淋

水查验，杜绝渗漏。将老百姓们关
心的防水问题处理到细节处。负责
人介绍，动迁房内的施工物料都经
过品牌指导精挑细选，就是为了防
止伪劣产品进场消除隐患，让老百
姓住动迁房能有品质的保障。

动迁房建设过程中，许多老百
姓看不见的隐蔽工程都出色完成。
如预设置扁铁控制楼板面平整、精
确预埋接线盒位置、管线开槽垂直、
砂浆批嵌凹缝离墙一致，并且针对
目前大部分动迁房都是高层住宅设
计特点，建立抗浮体系模式，应对覆
土滞后的抗浮难题。

四团一保洁员拾金不昧

本报讯 （记者 孙 燕） 9 月
27 日，区内一家爱心企业——上
海康梦健康管理咨询公司专程来
到区福利院，为福利院260名老人
送上了总价近9万元的物资，让老

人欢度中秋。
据了解，这些物资是2台康怡

星高电位治疗仪、50 条被子、100
个枕头和 60 盒月饼，不同需求的
老人都可以从中受益。

“康梦”奉献爱心 老人温馨过节

动迁房：质量不输商品房
肖塘新苑一期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奉贤区第三届“海湾镇”杯围棋棋王赛于10月8日下午由经过两轮激烈
角逐出线者陈翰向连任二届棋王的翁快发起挑战，最终挑战成功获得奉贤
区第三届围棋“棋王”称号。本次比赛共有168人参赛。

（通讯员 流 水/摄影报道）

奉贤高层住宅建筑综合治理罚款开出“首单”

小区居民电瓶车乱充电被罚

碧海金沙沙滩滑水节

一场精彩刺激的感官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