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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燃气火灾扑救。家庭厨房管道煤

气和液化石油气一旦发生火灾，在没有

引燃其他可燃物及厨房其他器具时，可

迅速用手里的湿毛巾、灭火毯等物品，盖

住气瓶及管道起火点，以防烧伤手臂，并

立即关闭气阀，截断气路，然后再消除余

火。

2、油锅起火扑救。边关火，边用锅

盖盖住起火的油锅或用手边的大块湿抹

布盖住起火的油锅，要注意到覆盖时不

能留下空隙。如果厨房里有切好的蔬菜

或其他食物，可沿着锅边缘倒入锅内，利

用蔬菜、食物与着火油温度差，使锅里燃

烧着的油温迅速下降。

油锅起火时千万不要用水扑救！因

为水遇到高温油会形成“炸锅”，使油火

到处飞溅。

3、电器起火扑救。扑救火灾前，应

第一时间拉下总闸，如果只发现电器打

火冒烟，断电后，火即自行熄灭；如果是

导线绝缘和电器外壳等可燃材料着火

时，用干粉灭火器扑救，如无灭火器也

可用湿棉被等覆盖物窒息灭火。未拉

下总电闸前，万万不可用水扑救电器火

灾。

厨房火灾如何扑灭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金丹）

近期，浦东书院镇乡土作家施国标散文集

《六〇味感》《乡情难了》两部新作由上海文

艺出版社出版。4月 12日，浦东惠南文学

社在“书院人家”农庄，举行了施国标散文

集新作研讨会。

施国标长年工作和生活在书院镇，熟

识家乡的民俗文化、农耕文化和家乡特有

的滩涂文化，对家乡的一草一木充满了情

感，他表示，作为一名本土作家，有责任把

这些本土文化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了解。

新作《六〇味感》用“握笔回眸”“为房

而战”两辑贯穿全书，作者用真挚的情感畅

述了作者三十多年的所思、所想、所悟，其

中“为房而战”一辑更为生动地记录了八十

年代农家人奋力建房、改善生活的情景，留

下了那代人勤劳苦干、向往美好生活的精

神面貌。《乡情难了》用更为细腻的文学手

法，讴歌了那代人的朴实的智慧和对生活

的信心。

■本报记者 章磊

4月 12日，为期四天的 2019年高东樱

花节在高东樱花园拉开帷幕。2000 多米

的樱花长廊，配上说唱、舞蹈、民乐等专场

演出，以及建国70周年摄影活动启动仪式

等，樱花节组委会为居民送上了一场充满

花香和文化气息的游园嘉年华。

晚樱迎来观赏高峰

今年的高东镇樱花节，在文化服务上

不断创新，将亲子、美食、演出、赏樱、公益

等多个板块有机结合，设置了三个广场、

一条主干道安排各类活动。

12日的健步走活动，是樱花节的首台

大戏。百余名参与者从航津路樱花广场

出发，一路走一路赏樱，感受春日的美好。

烂漫樱花下，聚集了大量的摄影爱好

者，他们将手中的照相机、手机，对准了一

簇簇盛开的晚樱，以及摆出各种造型的游

客们。身穿戏服的高东镇戏剧团团员，也

成为了摄影爱好者们追逐的又一道风景。

近年，高东提出了建设“樱花小镇”的

目标，致力为居民营造舒适宜居的环境。

经过几年的栽培养护，高东现有2000多米

的樱花长廊，南段种植早樱，北段为晚

樱。三月早樱落英缤纷，四月晚樱枝头怒

放。依水而建的高东樱花园，早已成为附

近居民健身赏樱的首选。

据了解，自高东早樱绽放，已陆续迎

来赏樱游客 5万人次。樱花节期间，晚樱

再次迎来观赏高峰。

花香结合人文情怀

花香配上墨香，会是怎样的一种味

道？12日的高东新路樱花广场，一幅现场

书写的巨幅书法作品让不少人有了直观

的感受。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上海

交大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徐庆华受邀

在广场上现场创作巨幅草书《和乐天宴李

美周中丞宅赏樱桃花》。“樱桃千万枝，照

耀如雪天……”，唯美的诗句跃然纸上，引

得周围一片叫好。

在健步走的终点光灿路樱花广场，

“樱为爱，聚高东”2019樱花节高东镇庆祝

建国 70周年主题摄影开拍仪式和浦东新

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创作基地揭牌仪式，

也为这次樱花节增添了更多的艺术气息。

为期4天的樱花节期间，滑稽说唱专场、

民乐专场、舞蹈专场、古筝专场等演出，则为

附近居民送上了不同口味的文化大餐。

高东镇相关领导表示，连续举办 8年

的高东镇樱花节，已成为高东的一项特色

文化品牌。今年的樱花节活动，旨在进一

步打造一场充满花香和人文气息的游园

嘉年华，让更多人参与此次活动，走出家

门、走进自然，充分感受高东的生态美、环

境美、人文美。

致力为居民营造舒适宜居环境

高东：办场“樱花+文化”的嘉年华

■本报记者 陈烁

最近，家住沪东新村街道船舶小区的

杨春香阿姨，成了大家交口称赞的女英

雄。原来，作为反扒志愿者的她，不久前在

公交车上当场抓住一名小偷，被她所在的

平安英雄反扒志愿者大队负责人项全雄称

为“公交女侠”。

杨春香今年51岁，去年刚退休。退休

前，她就不断参与志愿公益服务，一直坚持

至今。说起她参与的志愿活动，可以列出

一大串：进博会志愿者、勤豆公益志愿者、

东方儿童医院志愿者、吉阳红养老院志愿

者、葵花公益敬老院志愿者……但现在，

她有一个最重要的志愿身份，就是平安英

雄反扒志愿者。

去年 8月，杨春香在电视上看到了一

个节目，是对曾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的

上海市反扒英雄志愿者项全雄的报道。“我

看了后很受触动，想像项老师那样抓坏人，

就通过他们志愿队的微信公众号报名了。”

杨春香说。

顺利通过面试、培训，杨春香成为了反

扒志愿者队伍的一名成员，开始了反扒志

愿行动。带她的师傅是已做了8年反扒志

愿者的王根顺，每天，师徒二人搭档，在人

民广场、人民公园一带不停巡逻，寻找坏人

踪迹，“每天轻轻松松步行两三万步。”杨春

香笑言。

今年春节刚过，元宵节前，杨春香第一

次经历了抓小偷。那是她和师傅巡逻到人

民广场一处地铁口，发现一人行踪可疑。

师徒二人一路跟踪，直到中山北路站外的

一个路口，这名窃贼出手偷盗得手，王根顺

冲上去人赃俱获抓住窃贼。

“师傅上去从后面卡住小偷脖子，一下

就制服了他，我觉得师傅太厉害了。”杨春

香说。让她没想到的是，刚跟师傅现场学

了抓小偷，第二天就用上了，在公交车上当

场抓获一名窃贼。

那天是个周末，刚过了春节不久，杨春

香一家三口从浦东家中出发去宝山看望婆

婆。在途中转乘公交车的时候，她发现一

名行为诡异的嫌疑人员。于是，她悄悄告

诉了丈夫和儿子，让他们一起时刻注意嫌

疑人的情况。

“我一直盯着那个嫌疑人的动作，当看

到他从一名女乘客包中偷得钱包放入自己

口袋后，马上让儿子把手上物品交给老公，

以便需要时帮我制服嫌疑人。”当看到小偷

准备下车时，杨春香立刻上前，大声呵斥对

方“不要动”，同时用师傅教她的技术，一下

控制住他，并大声通知司机不要开门。

“嫌疑人看到被我抓住，立刻把钱包扔

到了地上，我发现后立即让儿子捡起钱

包。”杨春香说。这时，她的丈夫也拨打了

110 电话报警。嫌疑人求饶时，还遭到儿

子大声怒斥。警察赶到后，杨春香和儿子

一起把小偷押下车，送去了派出所。

当记者问她当时怕不怕时，杨春香说

当时根本来不及想那么多，只是出于本能

想把小偷抓住。“我可能天生正义感比较

强，所以喜欢做这样的事情，觉得很有价

值。”王根顺评价她：“很认真，肯学，也有天

分，抓嫌疑人时搭配得很好。”

在半年多的“反扒志愿者”生涯中，杨

春香已抓获5起小偷犯案，其中3起已受到

惩处。她的言行也深深影响着家人，对于

她去做反扒志愿者，丈夫和儿子很支持，只

是经常叮嘱她要小心。而且，她对去做志

愿者的事情也很低调，如果没有公交车上

抓小偷的事情上了新闻，身边的人还都不

知道，杨春香是一名“潜伏”在社区内的“活

雷锋”。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方慧

玲）在第 25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康

桥镇康花社区近日举办“书香康花，智享

阅读”康花社区创建学习型社区暨全民

读书活动启动仪式，借此在社区内营造

全民阅读、终身学习的氛围。

仪式上，康花社区党委联合康桥镇

文化服务中心、康桥镇社区事务受理中

心、康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社区 20
家成员单位共同组成了“康花社区读书

会”，邀请社区内不同领域的专业老师组

建“康花社区讲师团”。

康花社区党委还向全体居民发出倡

议：每一位居民都行动起来，每一个家庭

都行动起来，在学习阅读中增长本领、提

高能力，用知识武装头脑、凝聚人心。

仪式上，一台全新的“书享智能书

柜”投入使用，它将成为康花社区推进全

民阅读的重要帮手。

康花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

过这样的活动，营造全民终身学习的氛

围，推进学习型社区的创建，进一步激发

社区居民的读书热情，提高居民文化修

养和综合素质。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在建工地

40个，常驻施工人员2万人以上，最高峰

时 60 个项目一同进行……如此高密度

的工程建设，需要严守安全底线。近日，

世博地区40家工地建设方代表，与世博

管理局等相关单位签署“百家企业门前

齐”责任书，共同开展“平安工地”创评工

作。

本次活动以打造“更有序、更安全、

更干净”工地为目标活动周期截止至 11
月 30日，具体内容涵盖治安防范、消防

安全、交通安全、工地环境管理等项目。

世博管理局将充分发挥施工项目方自我

管理的主动性，发掘、总结、推广一批可

复制、可借鉴的安全管理经验和方法，评

选出一批平安工地示范性项目，树立一

批工地安全管理典型人物。

自去年 12 月 1 日起，世博地区着

眼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提升，组织

开展了一系列综合整治活动。其中，

为期半年的行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

行为综合整治行动，已累计查处行人

交通违法行为 1240 起、非机动车违法

行为近 1.2 万起、其他违法行为 3000
起，并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和倡议

书 5000 余份。区域内涉及行人、非机

动车的交通事故警情同比下降 27%，

未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为整治工作取

得良好开局。

此次签署的“百家企业门前齐”责任

书，旨在巩固新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专

项整治成果，进一步净化园区道路交通

环境。世博地区将紧密携手园区各企事

业单位、场馆、在建工地，积极探索有园

区特色的交通管理方法，持续通过广泛

宣传、优化交通设施、建立平安志愿者队

伍、城管公安联勤联动等方式，改善提升

园区交通参与者通行条件及遵法意识，

力促从前端减少行人、非机动车交通违

法发生概率。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党建引领

社区治理，要如何做强“前沿阵地”的细

枝末梢？日前花木街道年轻书记讲师

团举行的一场“说说系列”经验分享课

程上，基层书记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作

为花木街道“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

建设”方面的一项品牌项目，今年“说说

系列”的讲课教材将会汇编成册发往各

个居民区，进一步提升“全岗通”社工队

伍建设的成效。

当天讲座聚焦业委会这一热点问

题，由年轻书记讲师团成员、钦洋社区

管理中心副主任、蓝天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龚爱华进行分享。她从居民区党组

织和居委会在处理业委会相关事务时

所扮演的“角色”、碰到的困惑破题，解

读了“如何理解社区治理中业委会事务

的复杂性”等话题。

尤其在谈到业委会“不作为”“乱作

为”等问题时，龚爱华讲述了几个典型

案例，获得听众的一致认同与共鸣。她

表示，居民区党组织以及居委会在处理

社区事务中，必须做到“法制为本、清晰

定位、引领掌控”，才能使业委会工作健

康有序开展。

年轻书记讲师团是花木街道党建

新品牌。今年以来，花木街道党工委以

“凝聚、服务、提升”为目标，全面学习、

贯彻落实新区“两进入两做实两联动”

战略布置，紧扣“家门口”服务体系提质

增能，强化“全岗通”社工队伍建设。为

此，年轻书记讲师团的讲课教材，有望

汇编成册发往各个居民区，为基层社工

成长提供宝贵的经验。

天生有一颗正义的心
——记沪东居民、反扒志愿者杨春香

乡土作家施国标
出版“乡愁”作品

世博地区开展“平安工地”创评
40家工地建设方签署责任书

推进学习型社区的创建

康花社区启动全民读书活动

充分发挥“说说系列”分享经验

花木街道为社工队伍提质增能

百余名参与者手持国旗、党旗，参加樱花节健步走活动。 □徐网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