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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潘丹云

近日，位于南桥汽车站对面的
五金一条街，这条长约 280 米的小
路洁净安宁、车道通畅，两旁建筑外
墙都粉刷成米色调，整齐划一。难
以想象的是，在一个月前，这里还是
一片杂乱，200 余米道路两边的人
行道被60家商铺占据，沿街商户跨
门占道经营现象严重，每到营业高
峰时间便造成交通拥堵，消防安全
等令人堪忧。

拆违整改兼顾居民切身利益
“今年起，奉贤区开展‘百路整

治’工程，实施‘100+X’条段道路街
面环境综合整治，用绣花功夫治理
背街小巷，以工匠精神打造‘美丽街
区’。”区城管执法局负责人介绍。

考虑到居民实际诉求，全区计
划在拆除违建的同时，筹建第三方
设计专业力量库，区城管局建立“第
三方专业设计公司库”和“修复施工
单位库”，目前正进入最后的方案细
化和专家评审阶段。同时，全区同
步推进整修整饰试点，截至4月底，
全区共清除违规水泥硬化面积
11502平方米，补种绿化39256平方
米。如青村镇对南奉公路（明星桥
—法制广场）进行绿化提升及南奉
公路花箱摆设；西渡街道、金海社区
对屠家村沿线整治后的现场进行覆
土、整修；金汇镇拆除新强村、光辉
村沿线 300 米的各类违章搭建后，
进行了植树、补绿等；环城东路南桥
段、远东路已完成空调移位、墙面粉
刷等工作；环城东路环城南路路口
增设了花坛、公共绿化。

创新工作方法对照最高标准
“要拆除违法建筑，使违法经营

得以取缔，商业和居住行为得以规
范，为拥挤马路腾出空间变身林荫
小道。”该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区探
索创新综合整治“七步工作法”，即
按照设计编制、“五个先拆”、控新拆
旧、分类整治、“四谁”设置、备案登
记、长效监管等七条原则及工作流
程对非广告户外设施开展法治化、
标准化、系统化、智能化治理，将户
外招牌的备案登记下放至街镇联席
办，对附属照明、霓虹灯等非广告户
外设施，一并开展集中整治和“备案
登记”。新规推行以来，重新装修的
业主在城管执法队员的告知下，主
动将户外招牌及立面装修相关文字
材料送街镇联席办受理窗口办理

“备案登记”手续。
目前，全区正积极学习杭州江

干区、静安区“美丽城区”综合治理
的成功经验，坚持“拆、移、围、封、
调”工作思路不变，同步开展方案编

制和整修整饰工作。对“百路整治”
工程推进情况，实行“一周一督查、
一月一排名、一季一通报”。做强街
镇网格化管理，实行一线城管执法
队员“划片、包段、管区、治顽点”的
网格化勤务模式，城管队员每天至
少 3 小时在“责任田”巡查和执法。
城管执法局还指导各街镇建立“一
体化快速综合执法处置队伍”。

此外，全区已初步研究制定了
《“百路整治”工程（美丽街区）的奖
补方案》，按照“早干早得、多干多
得”的竞争性激励原则和“做成一
条、奖补一条”的结果导向原则，对
各街镇、社区、开发区推进整治、修
复、建设、提升工作动作快、成效好
的，经验收通过后按规定标准进行
奖补。

拆了违建 美了环境
——奉贤区建“百路整治”（美丽街区）工程纪实

当你感觉自己面色苍白或苍
黄，全身疲乏，活动后心慌、气短，来
医院验血后发现血红蛋白与红细胞
减少，担心自己是不是患上贫血
了？当出现酱油色尿、柏油色大便，
皮肤上出血点和出血斑，个别有持
续性发热，骨关节疼痛，颈部出现不
明原因肿块等，更是紧张万分。

出现贫血不可怕，就怕大意不
检查，早期诊断、及时治疗最重要。
根据贫血的发生年龄与性别不同，
发生机理和轻重程度不同，采取的
检查与处理方式也不同，寻找病因
最关键。儿童贫血者，多数是营养
添加不够或偏食，补充营养和造血
物质即可纠正。妇女贫血，多数与
月经不调和子宫肌瘤有关，妇科检
查不可少。男性和老年贫血，需要
注意消化道病变，尤其警惕恶性肿
瘤。贫血程度轻的，可门诊定期验
血；程度重的，需要住院检查治疗；
伴发热或出血者，需要排除恶性血

液病。骨穿检查对诊断巨幼细胞性
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骨
髓瘤、淋巴瘤或某些实体瘤骨髓转
移等有确诊价值。一些生化、免疫
检查甚至基因筛查也可以提示其他
系统性疾病。输血需要有适应症，
滥用补血药物更不可取。

专家介绍：
赵文理：主任医师，博士，硕士

生导师；奉贤区中心医院血液科主
任。主攻白血病、淋巴瘤、再生障碍
性贫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等的
诊治，尤其擅长急性白血病的免疫
靶向与个体化治疗。

专家门诊：周二下午、周四上
午。特需门诊：周四下午

本报讯（记者 潘丹云）5月
12 日是我国第十个“防灾减灾
日”。日前，奉贤开展以“行动起来，
减轻身边的灾害风险”为主题的系
列宣传活动，区地震办、应急办、民
政局、民防办等多家单位在区文化
广场发放宣传资料（如图），展示减

灾知识板报，举办民防教育培训基
地开放日活动。当日上午 9 至 11
时，奉贤民防教育培训基地举行开
放日活动，市民可免预约自由进入
场馆进行参观体验。

今年5月7日-13日为防灾减
灾宣传周，全区各镇和防灾减灾

职能部门围绕“防灾减灾知识培
训、灾害隐患排查治理、应急预
案修订完善、应急处置演练”等
内容，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并举办相关知识讲座等多项专题
活动，进一步推动防灾减灾宣传
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企

业、进农村、进家庭，从
预防和减轻身边灾害风险
做起。

“防汛的关键在基层，
基层的关键在人。”民防办
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 年

“5·12”防灾减灾日的主题
是“行动起来减轻身边的
灾害风险”。怎么样才能够
行动起来减轻身边的灾害
风险？该负责人建议大家
增强防灾减灾的意识，时
时警惕灾害风险；同时正
确识别风险，正视风险，提
高防范能力。

“只有大家一起携起
手来，才能够把防灾减灾
做得更好，才能够把灾害
减轻到最低程度。”

本报讯 （记者 吴口天） 5 月 10 日下
午，区中小学纪念汶川大地震十周年——

“5·12 防灾减灾日”主题教育活动在实验
中学举行。现场学生们实地逃生演练，以此
契机，提高学校预防和应对突发灾害的减灾
能力。

本报讯（通讯员 夏雪峰）“5.12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5
月11日中午，青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行动起来，减轻身
边的灾害风险”为主题，开展消防应急疏散演练。通过假设火
警、医患临警自救逃生及消防人员现场灭火等真实场景模拟，
让医务人员再次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及防灾减灾技能，对提高
大家安全意识及应变能力起到很好促进作用。

记者 吴口天

编者按：2008 年 5 月 12 日，地
震重创汶川，灾区伤亡严重。灾情
一发生，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和志
愿者纷纷赶赴灾区参与支援和救
助。5月14日至6月9日，奉贤区累
计派出医疗救护、卫生防疫、专业护
理人员共18名，救护车1辆，赶赴四
川广元、汶川、德阳等重灾区实施医
疗救护工作。

从上海到四川 2000 多公里行
程，33 个小时，2008 年 5 月 13 日凌
晨，区急救中心的黄引昌和邵勇成
为区第一批赶往灾区参与急救抢险
任务的急救人员，于15日晚上抵达
四川广元市。由于灾区当时情况恶
劣，第一批抵达的救援队非常辛苦，
物资缺乏、伤员众多、灾后环境差
……但看到当时灾后几乎被夷为平
地的村落，到处都是躺在临时搭建
的医疗棚中呻吟的伤员，他俩知道，
还有许多人正被埋在这些废墟下等
待救援，他们根本顾不上休息。每
每忙到深夜，他们就在路边搭了个
简易帐篷睡觉，以便接到任务马上
出发。而那时候，他俩已经整整一
周没有洗脸洗澡，在缺水的灾区，用
水成了奢望。

回忆起10年前，唯一令救援团
队忙碌中几次愿意慢下脚步的，是
常常有孩子们在路边打着“谢谢医
疗救援队”的路标，孩子真诚的笑容
将他们的疲劳一扫而空。但救援路
上危险不断，由于震后路况非常差，
时常出现余震，难忘的是一次两人
转送一名危重伤员到广元市人民医
院，刚从青川卫生院出发不久，就发
生了强烈的余震，看到伤员痛苦的

表情和陪护家属焦急、期盼的目光，
他们没有停下车，选择了继续前
进。车到半山腰时余震造成的落石
从山顶滑落，砸中了他们的救护车，
当时如果弃车而去，可能会保全性
命，但驾驶员仍紧握方向盘没有弃
车而去，邵勇说，“车上2个伤员，我
们走了他们怎么办？不能跑，这是
职责。”

从事感染防控的孙震一行在5
月 21 日到达了汶川县的水磨镇，
他们对灾后防疫尤其重视，为了不
让伤员受到二次伤害，同时也要保
护医护人员的健康，从医疗器械管
理、配餐卫生、消杀、水质监测等
都有他们的身影。冒着余震带来的
危险，翻山越岭，挨家挨户落实5
大防病措施与目标，防病之余他们
也没有忘记献爱心，开展了小手牵
大手，献爱心捐款等一系列的活
动，为灾区的孩子们献出了一份小
小心意。

同一时期，区中心医院、中医
院、奉城医院等各大医院及社区组
成的几支医疗队也分批抵达灾区，
开展起医疗的救护及援建工作。那
段时日，医疗队每天都要走几十里
山路，走村串乡巡回医疗，为村民送
药、治病。直到2009年12月，奉贤
最后一批援建团队赴川，带着救灾
物资，医疗器械等送到当地卫生院，
当地人民以真挚的笑容表达感谢的
情景，深深的印刻在援建团队每个
人的心中，那笑容仿佛重拾希望，灾
难后的阴影已不再羁绊着他们。

一晃已是十年，如果有机会，这
些曾奋斗一线的战士们都想再次回
去看看，那个曾经奋力救援过的地
方，和那群救助过的孩子们。

本报讯（记者 邵毓琪） 进入
5月中旬，随着气温逐渐走高，奉贤
的西甜瓜也进入批量上市阶段。

昨日，记者在上海冰鲜果蔬专
业合作社看到，种植户正在大棚内
忙着采摘已经成熟的“玉菇”，合作
社负责人唐国兴介绍说，这种甜瓜
翠绿的内里清热去火、多汁爽口，闻
起来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深受消
费者欢迎。

除甜瓜外，奉贤本地的西瓜在
沪上也是小有名气。在西瓜大棚
内，记者看到几位农户正在将部分

黄花摘下来，点在另一朵花上。一
位有着多年种植经验的黄姓阿婆介
绍说，这就是奉贤本地西瓜好吃的
关键所在。奉贤本地的 8424 使用
的是人工授粉，而不是药物授粉，因
此长出来的西瓜都是黑子红瓤；再
加之海边特有的盐碱地沙性土质，
在这里种出的西瓜口感好、甜度高。

区农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奉贤西甜瓜种植面积近 4500
亩，面积较往年略有减少，但产量稳
定，目前每天能供应周边批发市场
1万余斤。

十年前，我们在汶川
奉贤医疗救援回顾记事

巩卫系列宣传巩卫系列宣传

健康保健健康保健

奉贤西甜瓜批量上市

出现贫血，该怎么办？

行动起来，减轻身边的灾害风险
奉贤开展防灾减灾系列宣传活动

区中小学：“防灾减灾日”主题教育青村：防灾减灾刻不容缓

（（王菊萍王菊萍//摄摄））

金汇镇大叶公路泰西路路口整治完成效果金汇镇大叶公路泰西路路口整治完成效果。。

百路整治
美丽街区

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