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忻才康 通讯员 刘必华

企业发展变化大
上海安亭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

司，前身为安亭清洁所，建于 1957
年9月。当时，所里只有4名职工，
靠贷款100元起家，搭了1间小棚，
砌了1座50平方米的粪池。职工所
用工具仅1辆拖车和1对粪桶。

如今，公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已成为安亭地区 450 家企事
业单位、27 个村、22 个社区以及市
容环境的专业化综合服务企业。企
业拥有各类活垃圾清运车、建筑垃
圾自卸车、建筑垃圾装载机、专用餐
厨垃圾收集车、槽式吸粪车等 45
辆，此外还配有车库及洗车场，彻底
改变了传统人工清扫模式，大大提
高了劳动效率，并取得了良好社会
和经济效益。去年，公司年创收达
1500万元，创历年之最。通过全体

员工的共同努力，公司先后被评为
上海市诚信企业、上海市工人先锋
号、嘉定区文明单位。

资源利用废变宝
据郁锋介绍，近年来，企业根据

政府提出的“增能力、调结构、促减
量”工作目标，实施科技创新，对垃
圾分类进行升级改造，做到最大的
减量化和利用化，先后建成了蔬菜
垃圾和绿化垃圾处置站及1个回收
中心。将每天从各菜场和小区收集
来的菜皮瓜壳，通过粉碎加工，作为
绿化林内的肥料。处置站每年处置
蔬菜垃圾3000余吨，降低处置费约
30 万元。将废树枝回收并加工作
为燃料及成品原料使用，既解决了
绿化垃圾处置难，又起到了资源再
生利用，成为嘉定地区处置绿化垃
圾的新亮点。

今年 5 月，企业与上海良延环
保有限公司合作，建成了首座垃圾

循环利用分拣中心，将建筑垃圾回
收分捡，加工成建材原料，对提高建
筑垃圾资源利用，降低处置成本，减
少土地消耗起到了很好效果。

节日期间运转忙
郁锋告诉记者，公司实行定时、

定车、定点、定人，做到生活垃圾日
产日清，车走地净。特别是重大节
日活动期间，增加巡回清运车次，最
大限度地减少垃圾的滞留时间和空
间。

每年4月清明节期间，是松鹤、
长安两大墓园的迎客扫墓高峰期，
日产生活垃圾40多吨，是平时垃圾
的 10 倍以上。公司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连续苦战 20 天，确保完成生
活垃圾的清运任务。每年 F1 赛事
期间，公司每天增派 6 辆垃圾清运
车及2辆机动车，24小时守候服务，
做到垃圾清运日产日清。

近年来，企业以嘉定区创建“国

家文明城区”目标为契机，在积圾做
好垃圾清运的同时，配合政府和有
关部门及时处置影响市容环境的突
发事件，接报后20分钟内回音，2小
时内解决问题。

关心员工福利好
美化城市市容市貌，离不开每

一名辛勤付出的环卫职工，他们顶
酷暑、冒严寒、迎风雨、战冰雪，辛勤
工作。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
下，职工年均收入和福利待遇逐年
提高。企业开设了装有空调、电扇
的职工休息室和食堂，提供免费午
餐，夏天供应绿豆汤、盐汽水。今年
4 月，企业与安亭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爱心驿站”正式签约揭牌，为
环卫工人提供休息点，微波炉热饭、
爱心雨伞借用等。

企业还每年为奋战在高温一线
的职工发放“清凉”大礼包。关心慰
问患病职工和 80 岁以上退休老职
工，逢年过节向他们送上慰问品。
每年安排职工体检，检查内容包括
外科、内科、血压、血液、尿液、视力、
心电图、B 超、X 光透视等。此外，
每年组织职工，与社区、医院、交通、
消防等共建单位开展丰富多彩的共
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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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讯
60年前，4名职工靠贷款100元起家，所用工具仅1辆拖车和1对粪桶；60年后，拥有各类活垃圾清运车、

建筑垃圾自卸车、建筑垃圾装载机、专用餐厨垃圾收集车、槽式吸粪车等45辆……特别是近5年来，公司为安

亭地区450家企事业单位、27个村、22个社区以及市容环境提供专业化综合服务，去年创收达1500万元，创

历年之最。日前，在上海安亭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成立60周年纪念会上，总经理郁锋回顾企业60年的成长

历程和喜人变化，引发干部群众共鸣。

环卫“美容师”让城乡面貌更靓丽
——上海安亭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60年变迁纪实

崇明特警与孤老共度七个中秋佳节的故事崇明特警与孤老共度七个中秋佳节的故事
□通讯员 许鹏 记者 忻才康

每逢佳节倍思亲.对于家住崇
明城桥镇的 86 岁高龄的孤老茅阿
伯来说，崇明特警的小伙子们是自
己最亲的人，今年的中秋佳节，也是
他们一起共同度过的第七个中秋
节。

特警陪老人过中秋
“我们再忙也要陪老人过个中

秋节！”
中秋节还没到，崇明特警的小

伙子们就聚在一起开始商量起和茅
阿伯一起过节的事情。今年中秋节
和往年不同，中秋与国庆重叠，崇明
车流、人流火爆，崇明特警的小伙子
们被安排到景区执勤、道路交通疏

导、突发事件处置等各个岗位，安保
工作十分繁重，但特警小伙子们没
有忘记茅阿伯。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10月4日
中秋节当天，还没来得及和家人团
圆的小伙子们如约赶到了茅阿伯的
家里。“阿伯，这几天身体感觉怎么
样，国庆节那天我给您送过来医生
配的药，您吃了感觉怎么样，如果效
果好，我下次再让给您开点。阿伯，
今天我们带了些月饼，都是您喜欢
吃的素馅，一会儿您尝尝……”

一进门，特警的小伙子们就拉
起茅阿伯的手，坐在一起，七嘴八舌
地嘘寒问暖。而茅阿伯偷偷抹了眼
角激动的泪水，脸上全是幸福的笑
容。七年来，他对这些小伙子就像
自己的家人：一会儿让小张去把洗

好的水果拿给大家，一会让小卞给
大家续些茶水，一会儿让小钱、小钟
给他找找前段时间带过来的那本健
康杂志看看放哪了。小小的房间
里，笑声不断。而当老人念叨还有
没来的小伙子时，大家将已经准备
好的手机视频放在了老人面前，那
些因节日安保、依然忙碌在工作岗
位上的小伙子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
和老人一起过节。一声声节日快乐
的祝福，让老人再次眼含热泪！

延续七年的“亲情”
崇明特警与孤寡老人七年的结

缘，源自一次不同寻常的邂逅。
2011 年，崇明特警党支部在和

社区结对共建活动中得知有位年已
八旬的老人独自居住在狭窄的一室

户里，本应儿孙绕膝，但身边却无一
个亲人的陪伴。看着老人偷偷抹眼
泪的身影，年轻队员们的心被刺痛
了，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与老人结
成帮扶对子。这位老人便是茅阿
伯，至今结对已有七年。

七年时间里，崇明特警把茅阿
伯当做自己的亲人，每年为老人订
报纸，经常上门慰问，生日里为老人
庆寿，节日里陪老人过节，送上亲手
包的饺子、粽子，并帮助解决老人实
际困难。2015 年冬天天气异常寒
冷，茅阿伯所在辖区自来水管爆裂
导致大规模停水，小伙子们立即为
行动不便的茅阿伯送水，解决其燃
眉之急。对此，老人逢人就夸：“咱
们崇明特警的这些小伙子，真的是
比我亲人还亲啊！”

耋耄老人关爱特警
是什么原因让特警小伙子们能

七年如一日开展结对？这些特警小
伙子有着朴素而真挚的情怀：“看见
老人因为我们的到来而高兴、快乐，
让我们觉得帮助老人也是件快乐的
事。年轻人特别是人民警察能为社
会多做点事，是我们的责任，不图回
报。”

茅老伯也特别牵挂着小伙子
们，知道有人外出执行突发任务，老
人总要打电话问问，了解到有队员
负伤，他也担心着急。2013年，茅老
伯特地给特警小伙子们邮寄的2000
元感恩汇款单。今年 6 月，老人再
次将省吃俭用下的5000元汇款给小
伙子们。面对老人沉甸甸的情意，
大家眼眶都湿润了：钱决不能拿。
特警小伙们关爱茅老伯的故事，向
人们传递着尊老敬老献爱心的社会
正能量。

上海市第二十九届木兰拳总决赛上海市第二十九届木兰拳总决赛（（青浦赛区青浦赛区））落幕落幕

选手同场竞技选手同场竞技 交流健身之道交流健身之道
□通讯员 戴国华 摄影报道

本报讯 2017年上海市第二十九
届木兰拳总决赛（青浦赛区）暨青浦
区“白鹤杯”第十三届木兰拳比赛近
日在白鹤镇举行。来自全区各街镇、辅
导站的22支参赛队伍近300名木兰拳
爱好者同场竞技，共同交流健身之道。

本次比赛共分规定套路和自选
套路两项，选手们伴随着悠扬的民
乐，将5路双扇、28式拳、48式单剑、金
银扇等木兰拳套路一一进行了展
示。据了解，青浦木兰协会、朱家角
文体中心、白鹤新江三支木兰拳队伍
将代表青浦区参加上海市第二十九
届木兰拳总决赛。

浦东发现百年前邮政戳实物工具浦东发现百年前邮政戳实物工具
□通讯员 陈志强 摄影报道

本报讯 10 月 9 日是世界邮政
日。一枚百年前的“大团邮局”邮政
戳的实物工具，近日在上海浦东新
区大团镇丁志元老伯家中被发
现。

该实物工具底部用圆形纯铜制
成，刻的是阳文，外径32毫米，边框

为单线，分内外两圈，内径为 19 毫
米，有中英两种文字，内圈中间的汉
字“大团邮局”分上下两排书写，外
圈上部有“POSTOFFICE”，下部有

“TATWAN”英文字样，上部译文是
邮局，下部译文是大团。圆形的纯
铜上部是用犀牛角制成的椭圆形手
柄。

年已六旬的丁老伯告诉笔者，

当年他爷爷在大团镇经营一家杂货
店，附近就是英国人开的邮局。
1911 年，邮局关闭时，爷爷用一幅
唐伯虎的画换到这枚盖邮戳的工
具。据专家介绍，这枚盖邮戳的工
具没有日戳，是一枚盖纪念戳的工
具，而用犀牛角与铜结合制成的盖
戳工具极其罕见。它见证了中国近
代邮政的一段历史。

崇明中兴镇举办
文化公益演出受欢迎

近日，崇明区中兴镇文明办联
合中兴镇文广站特邀上海宝岛艺
术团举行文化志愿者公益专场演
出。广邀中兴镇乡贤，爱心妈妈、
外来媳妇、各村居文艺团队骨干、
离退休人员，以及外来务工人员等
共计两百余人观看演出，共庆国庆
中秋佳节、喜迎十九大。

演出在经典沪剧清唱“人盼成
双月盼圆”中拉开帷幕，女声独唱

《青藏高原》，观众们被歌唱者的清
亮嗓音和高超唱技所折服；精彩的
口琴独奏组曲惊艳全场；沪剧和越
剧广受中兴镇群众的欢迎，艺术团
针对演出主题精心准备了精彩剧
目《母女会》、《思念亲人》、《金玉良
缘》、《夸夫》等；沪剧小戏《卖肉》和
方言小品《好媳妇》给观众带来欢
声笑语的同时也引人反思，其中蕴
含的道理发人深省；经典崇明老山
歌《看灯》仿佛带众人回到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又听见了那个时代的
声音；为中兴镇量身定做的诗朗诵

《中兴镇创城是一首文明的歌》、快
板《话话唔哩身边事》更是贴近生
活很能吸引观众，精彩节目扣人心
弦赢得观众交口称赞。

通讯员 沈婷婷

嘉定红光村标本兼治
消除消防安全隐患

日前，嘉定区江桥镇红光村村
委会对辖区内每户农户安装配置
灭火器。同时，以发放签收单的方
式，告知村民器材保管相关须知和
消防设施使用说明。

按照“每户一支、村配自管、统
一更换”的原则，此次行动，红光村
委花费约 3万元在现存的 5个自然
村民组内开展基本消防设施配置，
受惠农户约 230 户，计划在一周内
完成。此次对农户灭火器的配置
行动，旨在“标本兼治、固本培元”，
一方面对企业、店铺、农户进行安
全检查整治；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
了村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并在第一
时间消除安全事故隐患，最大限度
地保障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
了村民的好评。

通讯员 洪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