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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潘丹云/文并
摄） 12月3日，奉贤第一水厂正式
并网通水后，大居地区百姓用水质
量得到提升，供水区域水量分配更
加均衡、供水能耗更趋合理。

在位于西闸公路的奉贤第一水
厂，占地面积9.6万平方米左右的新
水厂内，几乎看不到工作人员，所有
设备完全是自动化运行。原水先到
预臭氧接触池，再到折板絮凝沉淀
池进行加矾絮凝沉淀去浊，出来以
后就是砂滤池进一步去浊，再加臭
氧之后到炭滤池深度处理，再进入
消毒接触池进行加氯加氨消毒，然
后……然后到清水库，最后到吸水
井，通过二级泵房再输送到管网上。

据介绍，目前水厂整个工艺都
是 PLC(编程逻辑控制器)自动化，
全过程自动化控制，当班员工以巡
检为主。

10月22日起，第一水厂试运行
启动，通过调整第三水厂出厂压力、
调节供水区域边界阀门并停役金汇
泵站等一系列操作后，整个供水区
域管网压力平衡、水量充沛、水质平

稳、供水稳定有序。
“上周从上海市供水调度监测

中心，刚收到对于出厂水 106 项指
标的合格报告，百分之百合格。”上
水奉贤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黄强介
绍，根据水厂持续跟踪试运行期间
近一个月的水质检测（如图），也全
部是合格的。

据介绍，一水厂建设初期就考
虑了整个生产系统的节能环保，不
仅供水水质优，退水也进行充分设

计。生产退水经
过污泥处理系统
以后，还要经过
一 体 化 装 置 处
理。黄强表示，因
为现在对环保的
要求越来越高，
我们生产退水的
上清液不仅达标
排放，而且一水
厂是绿色环保的
现代化水厂。

“二水厂位
于东部、三水厂

位于西北部，而新建一水厂正处在
中部地方，完善了奉贤地区的供水
格局。”上水奉贤公司第一水厂负
责人曹晖说，第一水厂一期供水能
力为每日 10 万吨，主要包括常规
处理、深度处理及污泥处理系统。
供水服务面积约170平方公里，供
水区域包括奉贤新城、金海社区、
奉浦街道、金汇镇、青村镇部分、西
渡街道部分等地区，原水来自金泽
水库。

□记者 周 婧

12月3日，是国际残疾人日，也
是改变徐文秀此生的受难日，距离
改变她人生轨迹的那场车祸已经过
去整整二十四年了。历经生命的涅
槃与重生，如今她在朋友圈写道：现
在想来，一切都变得云淡风轻。

日前，奉贤区残联选送的徐文
秀的参赛作品《我与残联——涅槃
重生》荣获“我与残联”征文活动三
等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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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之花突然凋谢
徐文秀二十多岁时，青春又健

康，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原本她所拥
有的一切都在一场车祸中毁于一
旦。刚出事的那段时间，她整日以泪
洗面，能够直立行走对她来说已经
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就连如厕都无
法控制，“我这样一个废人活着还有
什么意义！”，日日夜夜里她都想着
怎样才能最快解脱自己。

躺在病榻上的徐文秀身心饱受

折磨，她父母的心同样也遭受着煎
熬。日渐年迈的他们见到自己如花
似玉的女儿，突然需要寸步不离陪
护，连上厕所都无法自理的孩子。看
着父母皱纹爬满脸庞，两鬓染霜，眼
中也不再有希望的光芒。徐文秀看
在眼里，痛在心里，焦灼挠心，却无
能为力。

“文坛雅韵”寻求慰藉
整整三年，日记成了徐文秀唯

一的倾诉对象。疯狂地寻找各种自
强不息的人物自传，给自己在人生
路上前行的勇气添砖加瓦。每日广
播电台播放的“文坛雅韵”都是她的
精神慰藉。终于有一天，她鼓起勇
气，向“文坛雅韵”投稿，《只做一棵
小草》写出了内心的精神渴望，《生
命因迷幻而美丽》写了对命运的认
识，《拾荒者》写出无论在何种境地
要尊重生命。

当听到电台主播念出她名字的
时候，徐文秀在内心慢慢地接纳了
自己。每次投出去的文章都有所回
响，无形中增强了信心和勇气。“我
意识到作为一个女人，无论精神和
外表都要同时进步！”

重新点亮生活之灯
当徐文秀开始提笔写作的时

候，区残联开始知道并关注她。当得
知徐文秀急需一台电脑写作后，区
残联为她送去了电脑，还立即着手
为她成立了“文秀文学网”。有了电
脑，有了自己的文学网站，徐文秀就
像一只在网络中飞来飞去的小蜜
蜂，辛勤地耕耘起自己的一片天地。

徐文秀虽然振作起来，但却一
度觉得爱情、婚姻都与她无关了。谁
知两网一线牵，两情一线挂。一个在
上海，一个在安徽。同样的遭遇，相
似的苦难，让徐文秀与丈夫通过网
络，相遇、相识、相知、相爱，更多的
是一种精神上的共鸣。如今，徐文秀
已在安徽生活了六年。

“自强不息个人模范”“无障碍
形象大使”“第四届残大代表”……
一个个荣誉不断激励、鼓励着她，作
为一个重度残疾人，她一步一个脚
印地走了下来。她表示，残疾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不能接受自己的残疾，
永远躲在壳里，做一个命运的懦夫，
生活的逃兵。将来她将会怀着一颗
感恩的心，更好更努力地生活下去。

本报讯 （记者 吴口天 通讯
员 杨 虹） 12 月 5 日上午，南桥镇
环安大队接到中街居委会的告急求
助电话，位于立新路173弄1号房
的 24 户居民，由于小区水管破
损，报相关部门抢修后一直找不到
破损点而断水已3天，居民们叫苦
不迭，希望能给予帮助。得知情况
后，环安大队马上联系了南桥西渡
专业消防站。

接警后，消防站迅速出动一台
消防水罐车，4 名消防队员赶赴现
场。经过消防队员的努力，把该楼

道的2个屋顶水箱注满了水。接到
消防队员送来的“暖心水”，居民的
脸上都喜笑颜开，纷纷拍手称赞：

“感谢消防官兵，在关键时刻为我们
排忧解难！”

西渡专业消防站有关人员表
示，在该楼道未恢复正常供水期间，
消防队员将不间断为居民运送安全
饮用水，以解居民用水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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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缺水“急”

消防员及时送上“暖心水”

本报讯（记者 周 婧 通讯员
平菊妹） 12月3日，爱助生活服务
中心为金汇镇金星村的独居老人们
组织观影活动，丰富老年人的晚年
生活。村里的老人们平时甚少有机
会走进镇上的电影院，即使走进电
影院，时下播放的影片他们大多都

“看不懂”。此次观影活动，选择了
老人们喜闻乐见的抗日题材的电
影，一部战争喜剧电影《举起手来》
让在座的老人们看得津津有味。

观影时，老人们时而低声讨论，
时而哄堂大笑，心情随着电影情节
而跌宕起伏，两个小时的电影让他
们意犹未尽。现场老人纷纷说道，
今天的电影非常好看，“重要的是可
以和大家一起看电影真开心”。区
爱助生活服务中心介绍，作为社会
组织开展关爱独居老人活动时，不
仅关注他们的身体健康，更要关注
他们的文化需求，丰富老年人精神
世界，给他们带去全方位的关怀。

温暖送影 丰富独居老人精神世界

12月4日是第5个国家宪法日。近日，区司法局举办以“弘扬宪
法精神·走进司法行政”为主题的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区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社区群众以及学校师生代表，先后参观了社区矫正中
心、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等。活动通过设置宣传展板、播放宣传片
等形式，在增强人民群众的宪法意识的同时，也提升了司法行政工
作社会认知度和群众满意度。 （记者 邵毓琪/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邵毓琪）目前，
除足球彩票以外的“足球博彩”或

“赌球”都是被明文禁止且非法的。
但由于能够带来巨额的利润，总有
人铤而走险，开设地下赌球和黑庄。

今年10月，奉贤警方接到线索
称有人开设赌场，当即展开调查。
经警方侦查，在奉贤南桥某宾馆发
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警方立即展
开行动，在上述场所将犯罪嫌疑人
杨某抓获。到案后，杨某如实供述
了其利用赌球网站开设赌场的犯罪
事实。

据犯罪嫌疑人杨某到案后交
代，今年9月，杨某和身边的几个朋
友都想玩赌球，所以找到了一个朋
友。从朋友处，杨某要到了赌球网
站的网址、账号和密码，通过这个网
址杨某可以查看到投注的金额、有
效金额、输赢情况等信息。同时，双

方协商，凡是通过杨某进行赌球的
资金，杨某可以从中获得 1%的利
润。之后，杨某就开始四处找人下
注赌球，直到被民警抓获。经查，从
今年9月至10月杨某被抓获，累计
接受多人投注，投注金额高达 200
余万元，非法获利1.5万余元。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表示，犯罪
嫌疑人杨某以营利为目的，为赌球
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其行为
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
百零三条第二款之规定，涉嫌开设
赌场罪。近日，区检察院依法对其
批准逮捕。

近日，区绿化市容所对南桥城区行道树进行全面修剪，南桥城区
有解放路、高州路等3000余株悬铃木，其他落叶树栾树、榉树、无患
子、朴树等5000余株，按照行道树冬修分类分级的要求，确定“一路一
方案”的修剪定位，争取实现行道树冠型培养的连续性和计划性。

图为工人正在对南中路宏伟路口的树木进行修剪。
（王菊萍/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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