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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温度持续走低，昼夜温差较大，容易导致一些冬季常见病的发生。比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
病人可能出现病情加重现象，哮喘的病人会增多，还有支气管扩张、肺炎的病人也会明显增多。广大市
民要注意自身防护，增加耐寒能力。图为区中心医院输液室。 （王菊萍/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邵毓琪） 父母
离开轿车，却将年幼的孩子独自留
在车内，所幸民警及时将孩子救
出，避免了危险发生。11 月 27 日
11 时许，泰日派出所接到电话报
警称：在泰日社保中心门口处，有
一幼儿被锁车内。民警立即驱车赶
往现场。

原来，一位母亲临时需要下车
买东西，思忖着也就几分钟的事情，
就把 1 岁多的孩子独自留在车内。
而这位母亲在离开车子时，又将车
钥匙留在了车内。不想年幼的孩子
不小心按到了锁车按钮，把自己反

锁在了车内。
面对慌乱害怕的孩子及焦急万

分的母亲，民警一方面安抚当事人
情绪，另一方面维护现场秩序，疏散
围观群众。最后在民警和消防员的
帮助下，通过破窗的方式打开车门，
及时将孩子救出，避免了意外情况
的发生。

警方提示：将年幼的孩子独自
留在车上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尤其
是夏天时，车内温度极高，孩子留在
车内甚至会有生命危险，父母们不
要以为离开时间较短，麻痹大意而
将孩子独自留在车内。

近日，结合奉浦特色工作平安微家“拒绝邪教——平安奉浦”主题宣传
活动，奉浦街道集中开展反邪教宣传教育活动。当天共发放宣传页1000余
份，还发放小礼品。现场观众纷纷表示，此次活动使他们清醒认识到邪教组
织蛊惑人心、蒙蔽群众、反对科学的丑恶嘴脸，增强了防范和抑制邪教的能
力。 （通讯员 高晓婷/摄 杨志英/文）

本报讯 （通 讯 员 金建新）
日前，经过近一年半的精心创作和
绘制，书画爱好者徐发明的又一新
作《隋唐演义故事》终于完稿，画册
里塑造的人物个性鲜明，故事情节
脍炙人口。

画稿以浅显易懂的文字结合
流畅的自描画，详尽描绘了玄武
门事变、贞观之治、文成公主进
藏等著名的历史事件。全书文字
与图画相辅相成，浅显易懂，引
人遐想。

随着阅历的增长，徐发明慢
慢对国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
在主要创作工笔画和写意画。此

外，徐老师还热心公益事业，他
时常到社区、成人学校为中老年
书画爱好者开设书画培训课，热
心周到的教学态度得到了学员们
的一致称赞。

徐发明今年已经 73 岁，从
2006年退休后，每天坚持4点多起
床练字绘画，多年如一日。他的
国画作品曾在全国美术展览、全
国老年书画展览上荣获银奖。

徐发明说，虽然现在眼力和
臂力不如从前，可是喜欢绘画的
心永远不变，他还想继续创作更
多精品，继续老有所乐、老有所
为。

本报讯（记者 吴口天） 11月
28 日晚，体彩超级大乐透第 18140
期开奖，全国共中出一等奖4注，其
中，位于西渡街道西闸公路1401号
的体彩销售网点，幸运开出了 1 注
一等奖，奖金高达1013万元。

29日一早，重磅喜讯便吸引了
周围群众纷纷赶来，网点内外很快
就被围得水泄不通。据网点业主介
绍，他经营这家体彩网点2年有余，

开出千万元以上大奖还是头一次。
他说：“昨天晚上激动地没怎么睡
好，因为很多人来买彩票，购买金额
有大有小，具体是哪一个人运气这
么好，还真是回忆不出来。”

据了解，目前大乐透奖池仍高
达68.27亿元，2元单倍投注最高可
以中 1000 万元，3 元追加投注最高
可中1600万元，感兴趣的购彩者可
以选择喜欢的号码参与投注。

本报讯（通讯员 陆沛恒） 近
日，新寺派出所民警破获了一起大
学校园内盗窃高档自行车的案件。
嫌疑人陈某等4人负责奉贤某一高
校送外卖的工作。因自己的自行车
比较破旧，便通过撬锁的方式盗窃
了校园内4辆名贵的自行车。后藏
匿在附近某小区内未上锁，小区保

安发现这 4 辆自行车比较可疑，立
即联系了社区民警，陈某等 4 人再
次来到小区欲取车时，被新寺派出
所民警抓获。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现陈某等4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警方提示：大学校园人员混杂，
同学们在使用自行车后要及时上
锁，并且尽量停放在视频监控区内。

本报讯 （记者 孙 燕） 11 月
10日，柘林镇迎龙村迎新8组村民
张琴华照例收到一条银行短信通
知，提醒她又有 100 元到账。“这是
村里发的奖励，算了算，我已经拿
到 26 次了，一共有 2600 元。”这对
50 多岁长期闲赋在家的张琴华来
说，“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村里为何要给她发奖励？原
来，迎龙村从今年年初开始，就结
合“生态村组·和美宅基”创建，拿
出一笔奖励金，在全村25个村组里
创新开展了一项小额奖励评比活
动。只要带头做到“三清三美”，创
建期间，有劳动能力的村民都可以
到所在村组的村民小组长那里报
名参加，应聘加入到由8-10人组成
的村组“护宅员”队伍。经过核实、
筛选后，应聘“上岗”后的“护宅员”
就可以对所在村组内的日常环境
卫生进行承包管理。在创建期间，
管理的好，每天奖励100元；管理的
不好，则取消“护宅员”资格。此外，
小额奖励评比活动的应聘要求、奖
励条件均得到村民普遍认可，甚至
定在了村组公约里。

“这个奖励好处很多。”柘林镇

迎龙村迎新9组的村民顾远清告诉
记者，过去在村里，有两类人有苦
说不出。一类，是50岁以上、60岁以
下的村民，想找工作，但难以在劳
动力市场竞争就业；另一类，是 60
岁以上、70 岁以下的村民，身体还
健朗，想就近打点临工，但没有适
合的活干。“现在这些村民可以在
不出村的情况下就业，既能改善
生活条件，还能改善生活环境，
双赢！”就在2个月前，70岁的顾
远清便成功“上岗”，成了 9 组的

“护宅员”之一。他说：“很珍惜
这个岗位，干得不好，乡里乡亲
的，也说不过去。”如今，他每天
早出晚归都做同一件事，“村组里
转转。”

为了争取“护宅员”应聘资格，
村民们各个赛“干净”。就在前几
天，12组的村民曹水芬就叫了亲朋
好友，将自己宅后的彩钢板、木条
等堆物全部清理出来。“公约里规
定了，自家干净了，才能去竞选；而
且，家家户户搞干净了，咱们还有
希望赢区里的创建奖励。这笔帐，
怎么算都是合算的呀。”曹水芬说。

自从推行这个小额奖励评比

活动后，感受最大的还有迎龙村村
书记李天舒。他告诉记者，过去村
里引入的是第三方专业保洁服务，
平均每个村组的保洁费、人工费最
少也要花费 8 万元，但现在每个村
组都可以节省4万元。此外，村民和
保洁员之间闹矛盾的现象也越来
越少了。李天舒说：“护宅员不像保
洁员，无论是清理杂物还是装运垃
圾，事事都和村民商量着来，村民
更能接受。”

如今，村民参与农村建设的积
极性越来越高，为了及时了解村
民所思所想，迎龙村还决定，让
全村的村干部、工作人员全都

“ 赶 ” 到 村 组 里 去 做 “ 联 队 组
长”，既指导、帮助村民小组长明
确自治职能，更在宅基一线解决
村民实际问题。李天舒说：“现
在，老百姓有好点子，走几步路
就能找到联队组长；创建中遇到
什么问题，联队组长也能立马介
入、协调、解决。”

和美宅基
和美楼组创建

柘林镇迎龙村定公约开展小额奖励评比，村民

争当“护宅员”各个赛“干净”

本报讯（记者 孙 燕 通讯员
金 军） 11 月 28 日，四团镇各党支
部充分整合区域内医疗等各类党建
资源，纷纷组织开展“关爱老党员
——‘暖冬行动’”，为全镇 1000 多
名老党员送去冬日温暖。

这几天，在邵靴村党支部的“党
建微家”里，正在开展的“冬日暖
心，爱在身边”微家活动。现场，
党员志愿者为老党员、困难党员亲
手制作馄饨，还与老党员们聊家
常，其乐融融。当一碗碗热腾腾的
馄饨端上餐桌时，老党员们都露出
了开心的笑容。大家围坐在一起品
尝着鲜美的馄饨，畅聊生活琐事，

感受幸福和快乐。
而在长堰村，党员志愿者则把

温暖送上门。志愿者敲开老党员的
家门，给老人们进行测血压、剪指甲
等志愿行动；四团村的志愿者们则
把报纸、书籍送到家，让老党员不出
家门也能知道天下事。与他们交流
谈心，为寒冷冬季送上一抹暖色。

在暖冬行动中，老党员还体验
到了被家人关怀的感觉。在团南
村，志愿者化身老党员的“儿女”，既
给老党员剪指甲，还给他们清洗灶
头、打扫宅前屋后，并叮嘱他们要保
重身体，有事可以打电话求助。老党
员说，“像自己人一样，对俺们真心。”

据了解，四团镇开展这样的活
动，是为了充分体现党组织的关怀
温暖，提高党员的归属感，进一步增
强党组织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感召
力。下一步四团镇将继续整合党建
资源，走进基层，深入党员，在走访
慰问中，凝聚民心、振奋精神，为建
设“醉美四团、幸福小镇”筑牢坚实
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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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大乐透千万大奖花落奉贤

幼儿独自留在车内
车门反锁险酿大祸

外卖小哥起贼心 法网恢恢终被抓

四团镇充分整合区域内各类党建资源

关爱身边老党员“暖冬行动”促和谐
书画爱好者精心绘制
隋唐连环画新作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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