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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网络”
代替“人工”
，
“时间”
换取“空间”

每天，肖长培都窝在这一隅天地里进行石刻创作

车库里的非遗传承人
□记者 周 婧
日前，肖长培的写实石刻代表
奉贤非遗项目获得 2018 年世界手
工艺理事会（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杰出手工艺品徽章认证。
西渡街道鸿宝二村的车库，是
居民们堆放杂物的地方。但这小小
的几个平方，就是石刻非遗传承人
肖长培的“工作室”。每天除了吃饭
睡觉，
他都窝在这一隅天地里“叮叮
当当”
地进行石刻创作。
他不好意思
的表示，
有时候灵感来了，
到深夜也
不愿歇息，幸好邻居们看在艺术的
面子上才对他“网开一面”。
从拉煤球到走上石刻路
肖长培儿时在安徽农村长大，
1991年中学毕业后，
便背井离乡到上
海谋生。
人生地不熟的肖长培刚到上
海，
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便是送煤球，
每天蹬着三轮车，
运送 800 斤重的煤
球，
这段经历让肖长培养成了能“吃
苦”
的性子。
一次偶然的机会，
自幼酷
爱艺术的肖长培来到石雕工作室，
看
到了一只石刻的
“竹节笔筒”
，
他一下
就被这精妙绝伦的石雕技艺吸引。
当得知石雕工作室需要一名打
杂的伙计后，肖长培二话不说立刻
报到，成了石雕工作室的“编外人
员”。
初来乍到的肖长培负责给手艺
师傅们开料，
当师傅们开始雕刻时，
他就在边上边看边琢磨，拿着师傅
们的报废石料练习。
渐渐地，
肖长培
手上的石刻有模有样了起来，
“没想
到一坚持就是二十多年，同一批学
徒，我成了走到最后的那个”，肖长
培从“打杂”成为非遗传承人，既是
偶然也是必然。
肖长培对于石刻发自内心的热
爱，
支撑着他走进了艺术的大门。
多

年来，
肖长培始终如一地执着坚守，
完成每一件作品几乎都要花费两个
月的时间，每天都要坐在工作台前
九、十个小时。
创新镂空技艺惊四座
写实石刻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
的艺术品。
石壶雕刻创作要求很高，
制作者不但要擅长石雕，同时还要
掌握制壶技艺。石壶雕刻壶口从外
观上看有一个出水口，其实里面有
十几个小孔过滤茶叶，稍有不慎就
可能前功尽弃。
一心钻研的肖长培不满足于只
是制壶，经过苦心摸索，创新出“精
准镂空”
雕刻技法。
他最心爱的作品
《梦源》，
一面世，
就获得了业界的一
致认可和赞誉，延续和传承了海派
写实石刻风格。外观酷似一件竹篾
制作而成的茶壶，仔细看才知其中

本报讯 （记者 潘丹云） 近日，
在南桥镇远东路、奉浦街道运河北
路等部分门牌下方，陆续出现了一
些
“二维码”
，
用手机扫一扫还会出现
“奉贤区户外设施及外立面装饰备案
管理流程图”，
一旦有“账实不符”
情
况，
执法队员可立即进行查处。
自启动“三线、百路整治”
（美丽
街区）工程以来，全区 7000 余块户
外设施及外立面装饰已得到整治，
街区面貌焕然一新。
随着成效展现，
区城管局在大调研中，不少商家和
群众对户外设施和外立面装饰治理
提出了自己的担忧：现在整治中将
这些户外设施和外立面装饰规范
了，
那以后的长效管理怎么进行？
今年初，在年度整治路段的摸
底中，5500 余块户外设施和外立面
装饰大部分都存在安全隐患，未经
申报擅自设置的、超宽超大的、老旧
破损的，一系列问题都引起了奉贤
城管的高度重视。
在整治过程中，
随
着整治条段的调整和增加，不断发
现新的户外设施和外立面装饰设置
问题和整治体量。
经过多次调研和实地走访，对
照“江浙最美城镇”的城市管理标
准，通过以“网络”代替“人工”，以
“时间”换取“空间”，积极探索“设
计、施工、指导、备案、执法”为主要
内容的“全要素、一体化”
管控体系，

本报讯 （记者 周 婧） 12 月 1
日，上海之南艺术团来到金海社区
老年服务中心举办“大美金海、爱心
无限”
送温暖活动，
为老人们送去独
唱、二重唱、越剧、沪剧等精彩纷呈
的文艺演出，会场里不时响起老人
们的阵阵掌声。当天，团员们还为

障碍电影观后感言》，
通过残障人士
的真实经历，讲述自强不息改变命
运，
完成人生梦想的故事，
展现了阅
读之于残障人士的独特魅力。
奉贤区残联获得市残疾人系列
读书活动优秀组织奖，
区残联今年不
断组建读书队伍，
不遗余力地搭建平
台，
组织开展各类残疾人读书活动。
相关负责人介绍，
希望残障朋友们在
读书交流活动中，
能够懂得生活的意
义，
坚定生命意志，
重拾青春梦想。

乘客车内晕倒 司机及时送医
本报讯 （记者 潘丹云）“特别
感谢张师傅，在危难时刻能够及时
伸出援手。”近日，市民马小姐来
到奉贤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给
公交司机张海林送上锦旗，锦旗上
写着“热心助人，品德高尚”八个
大字。
11 月 24 日凌晨 5 点 10 分左右，
奉贤 1 路驾驶员张海林从金钱公路
站首班车正常发车，区中心医院站
点上来了一位女乘客。路上，张师
傅注意到她精神状态不佳，在即将
行驶至庙泾村站点时，女乘客突然
晕倒在车厢内。
张师傅从后视镜中看到有人晕
倒后，立马靠站停车上前查看情
况。在判断女乘客有可能突发疾病
后，及时打电话给公司值班员说明
情况，并将女乘客紧急送往中心医
院救治。
五六分钟后，公交车到达区中
心医院，
在医生护士的帮助下，
众人
将这位晕倒的姑娘送进了急诊室，

精绝，
外观“竹篾”
根根镂空，
刀刀见
工。
肖长培介绍，
这是他用细针一笔
笔、一刀刀将其雕琢镂空而成。
肖长培为人低调，但却悄悄拿
了不少奖项。2015 年，入选文化部
创意创业人才库；2016 年，作品入
选中国工艺美术双年展并在国家博
物馆展出；同年作品《树桩》被上海
工艺美术博物馆永久珍藏，他制作
的《金牛壶王》石雕艺术壶获上海大
世界吉尼斯奖。
肖长培自从学习写实石雕后，
二十几年来一直潜心于海派石壶、
石砚的设计制作。他一直以传承和
发展海派石刻技艺为己任，除了在
家创作，
他还走进校园，
让学生们感
受石刻的魅力。
“现在有这门手艺的
人太少了，
”
肖长培希望能够为传承
和弘扬非遗文化贡献更多力量。

户外设施启用“电子身份证”
解决户外设施和外立面装饰“体量
大、更新快、监管难”
等主要问题。
下半年，在多次调试和实践后，
《户外设施及外立面装饰备案管理系
统》APP正式上线。
自此，
奉贤户外设
施及外立面装饰都有了自己独一无
二的
“电子身份证”
信息。
这份信息的
得来，
经过十分
“专业”
的把关。
“对城管执法队员而言，
通过系
统扫描，可以在现场直接查看户外
设施及外立面装饰各类信息，发现
问题并及时处理，
避免多头跑、反复
查、处置慢等情况发生。”区城管局
负责人介绍，在系统 APP 中，对设
置的申请人、设施基本情况、申领事
项、效果图和现场核查照片等都可
以进行详尽查询，确保当前户外设
施和外立面装饰符合申报申请，一
旦有“账实不符”情况，执法队员可
立即进行查处，及时将各类违法违
规和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阶段。
据悉，全区结合城管执法“划
片、包段、治顽点”
工作机制，
守好一
线执法队员“责任田”，将逐步形成
户外设施和外立面装饰管理全覆
盖，
让街面环境的“美丽”
看得见、摸
的着、留得住。

百路整治
在行动
美丽街区

“上海之南”赴金海社区送温暖

奉贤残障人士市读书活动展风采
本报讯 （记者 周 婧） 11 月
30 日，
在
“国际残疾人日”
来临之际，
市残联举办 2018 年
“国际残疾人日”
暨“读书·修身”
系列读书颁奖活动，
表彰读书活动中获奖的集体和个
人，奉贤区代表队荣获“我爱汉语”
读书知识竞赛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每个心怀梦想的人，当身体不
幸有了残疾，梦想之花似乎也随之
凋谢。此次，奉贤区选送的参赛作
品《我与残联——涅槃重生》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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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她的生命体征平稳后，张师傅
才安心离开，
继续一天的工作。
“乘客和我儿子差不多大，
我当
时只是想作为一个父亲，能及时地
救她。
”
张师傅说，
当时，
第一反应是
扶她到座位上，车厢中的另一名乘
客一起帮忙送她到医院。从发现女
乘客晕倒，
到把她送到医院，
仅用了
短短几分钟，为救治赢得了宝贵的
时间。
公交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每
年公司都会涌现出一大批好人好
事，
张师傅的行为是公交人的缩影，
他的行为彰显了司乘人员高尚品
德，
也为社会传递了正能量，
公司为
有这样的员工而感到骄傲。

2018

老人修剪头发、测量血压。
演 出 结 束 后 ，老 人 们 意 犹 未
尽，希望能多多看到这样的演出。
艺术团表示将满足老人们的心愿，
定期送戏上门，把金海社区老年服
务中心作为定点服务点，给老人们
带来温暖与快乐。

主动检测 知艾防艾
区疾控中心启动艾滋病主动检测月
本报讯 （记者 吴口天） 12
月 1 日 是 第 31 个“ 世 界 艾 滋 病
日”，今年的主题为“主动检测，知
艾防艾，共享健康”。当天，由区
艾办主办，区疾病控制中心、区妇
幼所、南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联合承办的“世界艾滋病日”健康
主题宣传活动在古华公园举办，
并在当天正式启动“艾滋病检测
咨询月”
活动。
艾滋病是由艾滋病病毒引起
的疾病，可通过性接触、血液及血
制品、母婴传播。这种疾病会让
人体丧失免疫功能，进而导致人
体易于感染各种疾病，并可发生
恶性肿瘤，病死率较高。男同性
恋者、静脉注射毒品依赖者、与艾
滋病毒感染者经常有性接触者均

为艾滋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
据区疾控中心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 11 月，新报告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较去年同期下降 4.08%，艾
滋病病人较去年同期下降
18.75%。从累计报告总数上看，
男性病例占至 8 成，20-59 岁病例
占总报告数 82.37%，男同性恋病
例占总报告数 50.29%。感染途径
仍以性传播为主。无母婴传播病
例发生。区疾控中心性结防科科
长陆群告诉记者，
“本区艾滋病疫
情上升态势继续趋缓，但每年仍
有不少新发病例。
”
截至去年年底，全国近 1/4 的
艾滋病毒感染者并不知晓自己的
艾滋病毒感染情况。陆群表示，
区内的年轻人群及流动人口对于

（王菊萍
王菊萍//摄）

艾滋病的认识仍然不够深入，尤
其在防护方面漏洞较大。此外，
由于艾滋病潜伏期较长，在未发
作前，患者与常人无异。她还提
到，
“许多人在被发现携有艾滋病
病毒之后，拒绝面对现实，更拒绝
治疗，因此防艾工作仍有诸多困
难，提高公众对艾滋病的科学认
知十分重要。
”
目前，区内检测体系已完备，
区疾控中心、开设艾滋病检测服
务的医疗机构和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均有艾滋病免费自愿咨询检
测点，市民可根据开放时间，去就
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康咨询
门诊即可享受艾滋病检测咨询服
务。据了解，区疾控部门与高校
艾滋病防治服务和疫情通报机制
也建立完善。校方可及时了解本
校学生艾滋病年度登记情况，并
配合疾控部门定期开展高校学生
艾滋病哨点监测工作；高校学生
不用出校门，在校区内即可体验
艾滋病咨询检测服务。
此外，专家建议，广大市民要
掌握好预防艾滋病毒传播的关键
方法，树立健康的性观念，正确使
用安全套，采取安全性行为；不吸
毒、不共用针具；不使用未经严格
消毒的手术、注射、针灸、拔牙、纹
身等进入人体的器械；不共用牙
刷、剃须刀。一旦感染了艾滋病
毒应尽快进行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治疗，
并防止传染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