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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做好设备设施冬季防冻
本报讯 （记者 潘丹云） 在民旺苑南
区，物业人员对设施进行系统的检修和防
寒“穿衣”；在贝港 7 区，物业员工对小区的
路灯设施进行冬季排查检修；在陈湾小
区，检修人员针对小区设备间内水表井的
水表、水管，采用棉被等御寒物资对水表
井处理，避免管道冻裂，确保水表正常运
行……连日来，区房管局启动各项预案，
做好防冻抗寒准备，重点围绕区内老旧小
区开展专项检查。
“如何将寒潮来袭时对小区居民的影
响降至最低？目前，物业服务企业已对全
区 320 个住宅小区内水箱和公共部位的外

大棚穿“冬衣”

蔬菜供应正常
本报讯 （记者 邵毓琪） 新年刚
过，一波寒潮又将奉贤的气温带至冰
点以下，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5℃的
极端气候。记者走进部分蔬菜专业合
作社了解到，
本次寒潮虽来势凶猛，
但
未对奉贤的蔬菜种植产生较大影响，
各合作社生产井然有序。
在扬升基地，记者走进蔬菜大棚，
顿时感到温暖如春，菜农们正在大棚
内抓紧收割绿叶菜。菜农表示：
“今年
温度也好，雨水也较多，蔬菜长势喜
人。”该合作社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基
地内 200 多亩的大棚蔬菜已经全部穿
上了“冬衣”，特别是在此次寒潮来临
前就抓紧为大棚加盖双层薄膜，还为
易冻蔬菜覆盖地膜，以提高蔬菜的抗
寒能力。目前，合作社每天都有 15 吨
绿叶菜上市。
区农委蔬菜办负责人表示，寒潮
来临，
蔬菜生长缓慢，
如果长时间受冻
容易造成冻害，让蔬菜腐烂。在此次
寒潮来临前，该办就已向区内重点蔬
菜基地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蔬
菜市场配送及防寒防冻工作。截至目
前，未收到蔬菜大面积受灾等情况。
此外，全区每天能够产出近 800 吨蔬
菜，
在极端天气时能确保蔬菜供应。

露水管、阀门等再次进行检查，
对不符合要
求的及时进行整改。
”
区房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此次对于辖区内落实寒潮保障工作
不到位的物业服务企业，
及时督促整改，
对
拒不整改的物业企业进行处罚。各物业服
务企业确有困难的，
及时报告所属街镇（开
发区、社区），并向属地房管中心和区房屋
应急维修中心求援。
目前，已落实住宅小区防冻保暖应急
预案。确保物业企业和应急中心 24 小时
人员在岗，通讯畅通，做好应急报修、反馈
和突发事件应对处置。截至目前，已组织
落实抢险抢修人员 950 人待命，储备应急

维修材料配件 4.3 万件，其中水表 2 万只。
设立小区应急供水点，一旦发生停水现
象，及时与供水、消防部门联系，提供应急
水源，
确保居民用水。
此外，联合业委会、供水企业，加强对
居民防冻保暖安全知识宣传，及时在小区
电子显示屏、公共宣传栏、楼道防盗门张
贴告知书，提醒居民自觉做好防寒、防冻、
防滑等注意事项。区房管局提醒市民：如
遇水管爆裂、水表损坏等情况，请及时拨
打上水奉贤热线 57197744、拨打小区物业
报修电话，12345 市民服务热线或 962121
物业服务平台。

人本：严寒冬日送关怀
本报讯 （记者 孙 燕）“我们回家的车
票企业都帮忙买了。”小寒已过，天气变得异
常寒冷，但在位于奉城镇的上海人本集团工
作的张叶却觉得异常温暖，
“不用顶着寒流去
排队，
也不用熬夜抢票，
太周到了。
”
事实上，
每年春运，
一大批“人本人”
都会
返乡探亲，
此时，
购票难成了他们心中的一件
大事。据人本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事实上，
早在年前，
企业就推出了为员工订票、抢票的

服务。像张叶这样的员工已有 200 多名。
对于这项“寒冬送温暖”的行动，员工董
永亮颇为感动。为了让每位员工都能买到火
车票，企业还特地专门组建了爱心服务队，
“网上买不到，就会去现场买，且都是无偿服
务。
”
董永亮说。
与此同时，
企业还同步招募爱心车队，
为
即将回家的员工提供送到上海火车站的服
务，
让员工回家路上也有十足的暖意。

给自来水管穿“棉祆
棉祆”
”

清晨 6:30 分，奉城镇头桥社区，
徐雪娟店门前已经门庭若市。她现
做了一炉 30 个热腾腾的火炉饼，顷
刻就销售一空。前来买火炉饼的顾
客，
最远从浦东赶来。
头桥火炉饼，是奉城镇头桥地
区的美食，
且有近百年历史。独有，
在于这秘方从不外传，只在一代又
一代的头桥人间传承；
独有，
还在于
火炉饼以往一般在春节后开售、又
在夏天来之前歇业，再加上城市化
进程，导致火炉饼一度消失踪迹。
徐雪娟告诉记者，
家里的老人，
有幸
小时候吃过这饼的，也都在 70 多年
前，
“ 他们告诉我，记忆中这饼很香
很脆，很好吃的。火炉饼是每一个
头桥人的儿时美味。
”
长者的期待，让徐雪娟内心也
充满憧憬。
“ 当时我就想做这件事，
努力把儿时美味找回来。”徐雪娟
说，就在 3 年前，她说动了妹妹徐金
娟、侄子徐俊、侄媳妇李爱华一起踏
上了这条复兴传统美食之路。4 人
还做了有趣分工。徐雪娟负责找传
承人学手艺，李爱华负责找门店开
市，
徐俊负责找食材采购点，
而徐金
娟则负责各类后勤保障。就这样，
纷纷火火 4 个人开始“闯天下”。
2 年前，经多方打听，徐雪娟终
于找到一名知晓火炉饼制作秘方的

老人，并几次上门“拜师学艺”。学
成归来，
仅凭阵阵饼香，
开店首日就
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李赐芳就是
这里的老顾客。开店 2 年多，她几
乎每天早上都要买上一炉火炉饼，
“和工友们都把火炉饼当早饭吃。
”
开店不久，
徐雪娟发现，
不少市
民注重健康养生，传统的甜味火炉
饼带来高卡路里让市民不敢多吃，
“创新，
是顾客推着我们往前走的。
”
在 1 年 多 前 ，徐 雪 娟 开 始 尝 试 改
味。从一开始的甜到咸，再到枣子
味和芝麻味，
一次又一次的“变味”，
让火炉饼越来越红火。
“生意好的时
候，一天能卖出 400 个；即便生意冷
清，
一天也忙不完，
卖出百来个也绰
绰有余。
”
徐雪娟说。
也有眼红的人，想学着他们开
店售卖火炉饼，
可做来做去，
总不尽
如人意。徐雪娟自豪地说：
“为了保
证饼的味道独特，我们选材特别讲
究。比如我们选择重庆地区的老
猪，刮下来的猪油更纯更香。只有
精致的食材才能做出真正经典。
”
如今，
4 个人的事业就围着这小
小火炉饼店展开，每个火炉饼在 2.5
元-3 元之间，虽然每月的销售量与
房租费、食材费等相比，
并不占多大
优势，
但 4 人却忙得不亦乐乎。徐雪
娟说：
“每个火炉饼背后都有一份乡
愁，
能成为制作者，
让人们总能找到
火炉饼，
就是我们的心愿。
”

讲爱心故事
传慈善能量

本报讯 （记者 周 婧/文 王菊萍/摄） 1 月 10
日，市慈善基金会·奉贤举行第二十四届“蓝天下的
至爱”金海社区慈善捐赠启动仪式。受助家庭分享
了他们的暖心故事，爱心企业也纷纷慷慨解囊。活
动现场，57 家企业共捐款 94 万余元，社区机关全体
工作人员及各下属单位共捐 5 万余元。
屠家村受助人袁先生的女儿说，
“我的父亲每年
都要住院两三次，”因为特殊的家庭环境，父亲身体
上的病痛和沉重的经济负担让这个家庭一度陷入困
境。慈善部门得知情况后，帮助袁家申请低收入家
庭，通过慈善救助报销了部分医疗费用。坚持不懈
8 年的慈善救助，慢慢使得这个饱受风霜的家庭得
以维系。
“真的非常感谢，”袁先生的女儿深深地鞠了
一躬。
“我有两个女儿。”另一位分享自己爱心故事的
是受助家庭张师傅家，2001 年一家四口从四川省云
阳县移民至龙潭村，背井离乡的他们无论在经济上
还是生活上都举步维艰。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
候，慈善再次伸出援助之手。
“现在女儿们都考上了
大学，”说到自己的女儿时，张师傅的眼里有了些自
豪的神采。自 2011 年起通过慈善助学补贴其两个
女儿的高中、大学学费，
累计金额 2.3 万元，
让他们感
受到了来自奉贤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 我和女儿们
说，
要好好读书，
以后也这么回报他人。”朴实的张师
傅，
传递着最朴实的爱心理念。
“很多人问我们，
捐的钱去哪儿了？”市慈善基金
会·奉贤慈善会长陈洪凡说道，
“从袁先生、张师傅这
样“扶贫济困”的故事中可以得到答案。”在金海社
区，围绕助医、助学、助困三大类救助项目，3 年来，
惠及 1500 多名困难群众、近 400 户困难家庭。慈善
救助始终是社区里的重点工作，同时随着“东方美
谷”聚集效应显现，在知名企业的带动下，慈善能量
不断传递，园
区内的企业
也纷纷加入
到慈善事业
的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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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城市夜景

让头桥火炉饼常在街头
□记者 孙 燕

面对寒
潮侵袭，上海
市自来水奉
贤有限公司
积极应对，全
面落实各项
保障措施，确
保供水服务
平稳有序。
图为自
来水公司的
工人师傅在
奉城塘外社
区人民路航
塘港桥给户
外水管穿“棉
衣”。
（王菊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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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奉贤城市景观灯“巡夜人”
□记者 蔡倩雯
夜幕降临，美丽而梦幻的路灯
把城市勾勒得光彩夺目，在奉贤，
共有 67 处亮灯景点，370 个控制
点。如何确保 100%的亮灯率？是
谁在呵护着这美丽的夜景？让我们
走近景观灯后的“巡夜人”。
“黑白颠倒”
，坚守一份职责
今年 62 岁的马水根是区市容
环境卫生管理所景观灯光巡查维护
班的维护员。从事景观灯巡查、维
修维护工作，至今已将近 20 年，
是维护班工作时间最长的员工。一
辆电动车、一顶安全帽、一个工具
箱、一支手电筒，这是“巡夜人”
工作的全部装备。
天黑了,景观灯才能供电,才能
发现有没有问题。这个在奉贤巡查
了近 20 年景观灯的老员工，已经
习惯了这份“黑白颠倒”的工作。
每周五、六、日和每个节假日晚上
五点三刻，老马和同事在单位门口
集中后，兵分两路前往南桥镇各个
灯光控制点。他们不但要对每一处
景点灯光的运行状态进行检查，还
要做好巡查记录；绿地的灯具脏
了，用布擦干净；灯具的螺丝松
了，用扳手拧紧……巡查工作是机
械、枯燥、累人的，但他们从不抱

怨。天再冷、再热，他们都只开电
瓶车，“因为电瓶车看得清楚，而
且好停车。
”
为了防止不法分子偷盗破坏灯
光设施，老马不顾夜晚值班的劳
累，每天上班总要到景点巡查两
圈，看看灯具设施有没有异常。近
年来，被他抓获损坏、盗取灯光设
施的不法行为 4 起。
2011 年底，正是奉贤创建市
文明城区复检的关键时期，老马的
女婿刚开完刀，女儿又突发肺病，
住进了医院，忙碌的工作和需要照
顾的女儿一家，老马陷入了两难。
可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复检在即的
景观灯光，唯一能弥补的是把住在
市区的女儿一家接到家里，让爱人
来照顾。把女儿接回来的那天傍
晚，女儿对着正要出行的他说：
“爸爸，我知道你很辛苦，但你就
不能请几天假，陪陪我吗？”对家
庭，他有爱却有愧；对工作，他坚
守的是一份责任，倾注热枕，无怨
无悔。
倾注热忱，见证城市发展
“如果整幢楼都不亮灯，那估
计就是信号不好；如果就一个不
亮，那多半是设备故障。”蒋丹清
是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所市容景观
科的科员，他负责着奉贤景观灯光

的远程控制，及时设置时控和定期
检查设备。对于老马巡查过程中发
现的问题，他都要逐一排查出现故
障的原因，再联系相关的维修人
员。在大家看来，蒋丹清就是一本
百科全书，在他的心里有一整套故
障可能的原因及应对方法。
“我可没有老马他们这么辛
苦，只要在电脑上或者手机上查看
一下就可以了。”蒋丹清说得很简
单，但是在他的笔记本上，写满了
开和关的各种备忘，在他看来，这
是一份美化城市的工作，“我们在
点亮黑夜的灯，感觉很自豪。
”
近年来，随着奉贤新城建设发
展，景点设置范围不断扩大，景点
数量逐年在增多，巡查路程也随着
增长，从原来 2 到 3 公里，到现在
的 23 公里，全年累计巡查行程已
达 3000 多公里。
“在一些建设项目规划时，常
常没把景观灯这一具有环境附加值
的因素考虑进去，然后规划前置的
缺失造成景观灯光建设经费的脱
位。”区市容所景观科科长王翁辉
介绍到。如何构建“连点成线、连
线成画”的集群性展示规模，因地
制宜，结合奉贤本土的文化特征来
形成“大市容”
“大景观”
，这是我
们景观建设前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