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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廖添凤

“安居才能乐业”，为了帮助更
多来奉工作的各类人才解决住房问
题，区公共租赁住房投资运营有限
公司今年以来陆续推出南桥万科海
上华庭、青村宝华帝华园、金汇朗诗
未来街区等优质公租房房源共计
616套，坚持“精准配租”和“人才导
向”的原则，重点保障教育、卫生、科
研、环卫、公交、公共管理六类公共
服务行业以及重点企事业单位，解
决人才的居住难题。

拿出最优地段 最佳房型 为人
才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

万科海尚华庭是南桥老城区的
一个高品质居住小区，周边毗邻地
铁站、商业广场，交通出行和生活配
套都十分便利。区公共租赁住房投
资运营有限公司将该小区 15 号楼
整栋收储作为公租房房源，总计64
套，均为两室一厅的房型，面积均在
80平方米左右。

张可人是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
一位新入职教师，万科海尚华庭小
区这套九楼的两居室，就是他即将
入住的公租房。一南一北两间卧
室，客厅阳光充足，房间内的洗衣
机、空调等基本家用电器配齐。张
老师告诉记者，他从北京博士毕业
后直接来到了上海工作，此前一直
居住在教职工宿舍内。如今在南桥
中心城区有一处居所，也解了他的
后顾之优。

除了万科海尚华庭外，今年区
公共租赁住房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推
出的公租房项目包括青村镇的宝华
帝华园、金汇镇的朗诗未来街区、海
湾镇的海湾明悦豪庭等，都是各自
区域内的优质房源。覆盖了周边大
量高校、企业，为人才在奉贤安居乐
业提供了更多选择。

主动跨前服务 为人才带来“家
的温暖”

为了精准对接重点单位和重点
人群，区公共租赁住房投资运营有

限公司改变了原来等人才上门咨询
的工作方式，主动跨前一步，上门为
各高校、企业、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宣
传、房源信息介绍。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此次有 20
多位老师计划申请万科海上华庭小
区的公共租赁房，为此，区公共租赁
住房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为学校提供
定制方案，选配了必要的电器和软
装设施，并组织老师集体上门看
房。在确定租赁房屋的细节后，又
上门送合同签约，免去了老师来回
奔波办理手续的烦恼。校方对于公
司一条龙的暖心服务给予了高度的
称赞，并表示，高校教师集中居住有
利于学校的统一管理，后期还计划
为居住在该小区的老师提供班车等
服务，更好地服务高校人才。

据了解，截至目前，区公共租赁
住房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已累计收储
公租房房源38个项目、2870套，总建
筑面积234818平方米，累计向社会
供应公租房房源32个项目、2129套。

□记者 傅潇瑶/文并摄

商场是人流密集之处，尤其是
下班时间又遇到打折优惠，那人群
更是里三层、外三层。12月6日傍
晚，在热闹的南桥百联商场一楼中
庭，蜂拥而至的人群舍弃了旁边品
牌折扣的摊铺，反而围观起了一群
外国小伙子。

细心的围观群众发现，这些身
穿帅气西装却突然搞笑起舞的外国
小伙，就是曾出现在《笑傲江湖》舞
台的波兰国宝级舞蹈天团公平竞争
组合(Fair Play Crew)。这群波兰
小伙子的表演，不仅被节目导师郭
德纲、宋丹丹、冯小刚连连大赞“高
级”，还倍受中国观众喜爱。不少来
晚的家长，宁可将孩子扛在脖子上，
也要坚持看完全场。市民叶先生看
完演出后告诉记者，“他们的表演特
别风趣幽默，感觉素材都是从生活
中来的，小孩子看了非常高兴。”

作为波兰最优秀的默剧舞蹈喜
剧团体，“公平竞争组合”成团近20
年了，2014年就摘得波兰文化部颁
发的杰出艺术作品大奖；2015 年

《严肃喜剧》演出在波兰东欧艺术节
(PAKA)获得最佳喜剧演出大奖。
此外，他们创办的公平竞争舞蹈夏

令营(Fair Play Dance Camp)是全
欧洲最大的舞蹈夏令营，每年吸引
近万舞蹈爱好者前往波兰。现场就
有一群慕名而来的“粉丝”，他们是
来自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话剧爱好
者，在学校论坛上发现“偶像”要来
上海的消息，特意赶来现场加油。
大学生王飞虎笑得十分开心，“确实
名不虚传，哑剧、喜剧、街舞的元素
都有，非常好笑，很有他们的风格。”

语言会成为艺术欣赏的屏障
吗？在“公平竞争组合”这里完全不
会。即使语言不通，演员们也可以
轻松地和观众交流喜剧，玩在一
起。不仅因为艺术是相通的，这种

“无障碍”也得益于他们从生活中走
出的表演内容。真假 007、游戏机
里的打斗 KO、人工电击、《失恋阵
线联盟》……他们的舞蹈将生活中
的小细节升级为艺术的表达，既高
级又不会让人觉得有距离感，这样
直击心灵的力量，让人会心一笑。

12月7日，舞团还在九棵树(上
海)未来艺术中心带来一出精彩的

《严肃喜剧》，将“肢体舞蹈+默剧+
喜剧”杂糅在一起，从平凡的生活点
滴中挖掘乐趣，通过绝佳的肢体表
现和团体协作，告诉观众生活原本
的简单快乐。

本报讯（记者 傅潇瑶） 12月
4 日，奉贤区召开冬至工作协调会
暨创建无焰墓区座谈会。会议通报
2019 年本区冬至祭扫工作相关情
况，并发放《禁燃、禁放告知书》。

自 2019 年 12 月 5 日起，奉贤
区根据国务院 《殡葬管理条例》

《上海市殡葬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要求，全面推行无焰祭扫，在经
营性公墓、镇级公益性公墓、村级
墓地墓区内，禁止燃烧锡箔、冥

币、纸钱、纸扎等迷信用品；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禁止开展吹打、做
道场等迷信活动。

据了解，今年奉贤区冬至祭扫
主要集中在12月14日至22日，预
计将有 36.8 万人次、4.8 万辆车次
出行祭扫，祭扫高峰预计出现在
14、15、21、22 日。今年冬至祭
扫人流量总体较往年略有增加，希
望市民错时出行、文明祭扫。

近日，奉城镇头桥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
生 团 队 来 到 分 水 墩 村
107 岁的王泉生老伯伯
家里随访，对老人用药
情 况 进 行 指 导 。 据 介
绍，上海市现行“4+
7”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
策 ， 带 量 药 品 价 廉 质
优，不仅能满足临床合
理用药要求，还能大幅
减轻百姓用药负担，尤其
是贫困、高龄人群、慢性
病患者看病成本，将惠民
政策实实在在的落到实
处。（王菊萍/摄影报道）

突出“精准配租、人才导向”

奉贤今年推出616套公租房
逛百联“偶遇”他们了吗？

波兰舞蹈天团路演受追捧

倡导文明祭扫 打造无焰墓区

小药片带来大实惠小药片带来大实惠

本报讯（记者 金霄雯） 12月
6日，“壮丽七十年 阔步新时代”庆祝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全国集邮文化
活动（上海站）——奉贤、闵行、金山
三区集邮联展在区档案馆开幕。此次
邮展展出了奉贤、闵行、金山三区集
邮名家提供的 68 部邮集，共计 155
框，吸引了不少集邮爱好者的目光。

今年 78 岁的王伯元老先生从
小就喜欢集邮，他所收藏的各类邮
品多达上万件。但当他看到展览上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纪念”为主题的一套邮票时，心中感

慨万分，这套邮票真是他梦寐以求
想要收藏的。王伯元指着其中一张
邮票说：“这个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
年阅兵式的纪念邮票，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的第一套关于阅兵式的邮
票，非常珍贵！”来自闵行的徐正炎
今年60岁，他的集邮爱好已坚持20
多年，这次也展出了他所收藏的部
分集邮。徐正炎告诉记者，自己所热
衷的集邮类别是“极限明信片”，指
的是明信片上贴上与明信片图案相
关的邮票，再加盖与其相关的邮戳。
徐正炎说：“收藏‘极限明信片’就要

追求极致，最好使票、片、戳三者高
度一致，比如在上海发行的邮票，我
自己去盖发行首日的邮戳。假如邮
票图案在外地的，有机会的话我会
去旅游，亲自去制作。”

据了解，此次展出的集邮类别
涵盖传统、航天、专题、图画明信片
等多种，展示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
在经济、文化、社会、改革开放等多
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

本次集邮展免费向市民开放，
展出时间为12月6日至10日，地点
在奉贤区档案馆底楼大厅。

□记者 邵毓琪

谁家要是有走丢的老人或小
孩，家人非得急坏了不可。12 月 1
日傍晚，金海派出所里来了一位心
急如焚的中年男子和他的家人……

原来，男子的父亲沈老伯独自
一人出门后，到了吃中饭时间还未
回家，男子这下子就急了。四处寻
找均未果，于是来到金海派出所寻
求帮助。值班民警了解情况后，一
边安抚家属的情绪，一边立即调取
路面监控搜寻沈老伯的身影。同
时，安排巡逻队员在辖区内开展寻
找工作。可天色渐晚，还是未看到
沈老伯的身影。一夜过去了，大家
都在焦急地寻找着。

第二天早上 8 点，金海所接到
求助称：在博丰路靠近金汇港的一
废墟位置有一位冻得嘴角发紫，不

能起身的老人，疑似不能行走，遂拨
打110请求民警帮助。民警猜测这
人应该就是沈老伯了。在凛冽的寒
风中，民警赶紧让老人到警车上取
暖，并尝试和老人进行交流，询问其
姓名等身份信息。同时利用移动警
务终端进行查询、搜索。最后确认
此人就是走失的沈老伯。

原来，沈老伯一路闲逛到金汇
港，因为一不小心踩到石头摔跤了，
脚受伤站不起来。早上，有一路人
经过后，沈老伯才被发现。

见到老人平安无事，家属激动
地握着民警的手连声道谢。最后，
民警陪同其家人一同将老人安全的
送回了家中。

三区集邮联展免费向市民开放

冬夜走失老人 警民联手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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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口天） 近
日，民革榜样人物、示范支部、优秀
党员之家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20
位民革榜样人物、200 个民革示范
支部、200 个优秀民革党员之家受
表彰。奉贤民革斩获两项“国字
号”荣誉：第一批示范支部和第一
批优秀党员之家，民革奉贤区委三
支部是上海民革唯一同时获得两
项殊荣的基层组织。

此次活动系民革中央首次在
全党范围内评选并表彰民革榜样
人物、民革示范支部和优秀民革党
员之家。民革奉贤区委第三支部
委员会现有正式党员32名，其中约

三分之一党员从事律师、法律援
助、司法调解等法律相关工作。在
民革奉贤区委领导下，支部自创建
伊始，依托人才优势，立足法律服
务为支部发展基础，积极开展法
律服务，大力培育出了“蓝色灯
塔”“惠基金”“敬老助学”等具
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特色品牌项
目，为推进法治建设建功立业，得
到社会各界好评。

目前，民革奉贤区委三支部党
员之家已拥有域邦大厦和金水苑
生活驿站这2个点位。金水苑生活
驿站点位，主要介绍民革历史、历
任主委、地方民革建设、民革与中

共合作历程、三支部自身建设等内
容。三支部尝试将金水苑点位作
为社情民意信息采集点，反映民生
民计，为参政议政服务。按照民革
奉贤区委的要求，将党员之家建在
社区，融入居委，与中共基层党支
部紧密互动。在做好党派宣传阵
地职能的同时，配合属地中共基层
党支部的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法
律咨询、健康义诊等志愿者服务，
扩大民革组织在基层群众中的影
响力，努力将民革党员之家建设成
为思想建设的阵地、展示形象的窗
口、参政履职的平台和组织活动的
园地。

民革中央表彰示范支部、优秀党员之家

奉贤民革斩获两项“国字号”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