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茛2017 年，时任杨浦区救助管理站站长的李福强在和小樑谈心。

/晨报记者 何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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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晨报讯 按照市委统一部
署， 全市开展市领导常态化走
访企业工作， 切实支持企业创
新发展， 推动各项纾困措施直
接惠及市场主体。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昨天走访均瑶集团、
复星集团时指出， 民营企业是
上海经济发展“四轮驱动”中
的重要一轮，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发
挥重点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
主动对接国家战略， 积极参与
上海城市建设， 共同推动高质
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上午， 龚正一行首先来到
均瑶集团展示厅， 了解企业创
业历程及在航空运输、金融、教
育、新材料等领域的最新进展。
随后， 市领导走进复星集团总
部， 察看企业在科技抗疫领域
的最新成果和业务规划， 并听
取各业务板块情况介绍。

在分别与两家集团负责人
座谈交流时， 龚正充分肯定了
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参与“五
个中心”建设中取得的可喜成
果。他说，推动民营企业做大做
强，对上海稳增长、调结构、保
就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要大力推进“放管服”改
革，把惠企政策落到实处，努力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积极提供
个性化、精细化服务，最大限度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助
力民企打造“百年老店”。希望
民营企业秉持家国情怀， 进一
步弘扬企业家精神， 更加注重
补短板和锻长板， 在危机中育
新机，为持续形成消费新热点、
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作出更大
贡献。

� � � � 晨报讯 9 月 1 日起，本
市阶梯水、电、气价格“一户多
人口”优惠政策实施范围由原
来“人户一致”的户籍居民，扩
大为持《居民户口簿》、《本市
户籍人户分离人员居住登记
（回执）》，以及《上海市居住
证》（含海外人才居住证）、在
同一住址共同居住生活的居
民，累计人数满 5 人及以上可
申请增加用水、用电、用气的阶
梯基数，累计人数满 7 人及以
上可申请选择执行居民阶梯平
均价格。

据悉，用水、用电、用气可
增加的阶梯基数分别为每户每
年 100 立方米水量、每户每月
100千瓦时电量、 每户每年度
150立方米气量。 每位居民用
户只能在一个住址申请办理，
不能在多个住址重复办理。

据介绍，9 月 1 日起，居民
用户可至供水、供电、供气企业
营业窗口申请办理， 也可通过
“一网通办” 平台、“随申办”
移动端等线上渠道申请办理。
具体请密切关注供水、供电、供
气企业发布的申办细则。

龚正昨走访均瑶集团、
复星集团

落实政策精细服务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一户多人口”
扩大优惠范围

救助站的“女儿”考上大学
■以站为家近 5年 ■目前正温习英语为大学生活做准备

晨报记者 何雅君

●

落户

永远感激“站长爸爸”

小樑的家， 就在周家嘴路上的
杨浦区救助管理站里。 因为父亲病
逝、母亲失踪、寄养家庭无法继续照
顾，她在这里住了快五年。

时光倒回到 2017 年春天，小
樑连能不能参加中考都还不知道。
那时的她， 已在救助站居住了一年
多， 时任杨浦区救助管理站站长的
李福强日常悉心照顾着她。 中考报
名的日子越来越近， 身世特殊的小
樑却连户口都没有。上不了户口，意
味着她的学业只能在义务教育阶段
终止。小樑很上进，希望一路向上念
高中、考大学。 面对现状，她急在心
里，却不知道能找谁帮忙。

她的难题， 站长李福强记在了
工作日程里。为了早点落上户口，不
耽误女孩的前途， 李福强带着工作
人员一起走街道、走公安、走法院，
到处咨询， 写了一篇又一篇情况说
明，还请来律师协调解决。 终于，小
樑拿到了崭新的户口本， 办好了身
份证， 中考后入读杨浦一所区重点
高中。 这份恩情，小樑记挂在心，希
望等自己长大后， 好好报答暖心的
“站长爸爸”。

但她不知道，“站长爸爸”四处
奔波时，已经罹患癌症。 2018 年 3
月，“站长爸爸”走了，小樑哭成泪
人。她从心里感激他，谢谢他给自己
又找了一个家，谢谢他那么努力，为
她赢来了今天和明天。

照顾

小心思都被呵护到了

李福强离世后， 同事居家定成
为救助站站长， 和站里的工作人员
一起继续照顾小樑。

每天早晨七点不到， 小樑吃完
食堂预留的早饭， 值班司机就会驱
车将她送至学校。傍晚放学后，车子
停在离学校有段距离的路边， 等着
把小樑接回救助站的家， 享用温热
的晚餐。

小樑住在哪儿， 同学们并不知

道，她不想同学和她交往有顾虑。在
居家定看来，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需
要呵护的小心思。

“孩子敏感又懂事， 我们能做
的就是把她照顾好。 ”看似简简单
单的照顾二字， 却是救助站一群爸
爸妈妈、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的用心
付出———想吃什么菜， 食堂阿姨悉
心准备；小姑娘爱美，隔段时间就有
人陪她买衣服；和同学朋友出去玩，
会有人为她“守门”；有什么心事，
社工姐姐是最好的倾听者； 站长家
庭聚餐，小樑也是少不了的一份子，
家长里短的烟火气， 给她最真实的
生活体验。

小樑要上大学了，大家叮嘱她：
“放了假就回家里来， 我们等着
你。 ”“她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家人，
我们也这样待她。 ”站长居家定如
是说。甚至小樑读完大学如何深造，
如何就业，他都有所考虑。

成人

第一志愿是学医

“马上要上大学了，身体要锻
炼好啊。 ”杨浦区救助管理站的健
身房里，居家定正督促小樑跑步。小
樑粲然一笑：“疫情期间宅了半年，
我都长胖了呢。一定好好锻炼，争取
开学后让同学们看到不一样的自
己。 ”

前几天， 小樑完成了高考志愿
的填报，等着查询录取结果。457分
的成绩，小樑还不太满意，但已超过
上海本科录取控分线 57 分。 她选
择上海健康医学院作为第一志愿，
希望能为社会做点什么。 等待大学
录取通知书的她，心情平静而幸福。
“我性子慢，做事耐心，喜欢稳定，
觉得学医比较适合我。 ”

刚刚过完 18 岁生日的小樑，
比起刚进站时，已然成熟了许多。居
家定告诉她，求学期间，站里的每一
个人都会继续守护她。 “等到毕业
踏上社会，你就要靠自己了。 ”小樑
点点头。

暑假里，她每天温习英语，打听
专业学习要求， 为大学生活提前做
准备。

� � � � “站长爸爸，你在天上还好吗？”在得知自己的高考成绩超过上海
本科录取控分线 57 分后，18 岁的姑娘小樑默默地望向了遥远的天
空。 因为，那里有她颇为牵挂的“站长爸爸”。

时光倒回到 2017 年，那时的小樑还在为自己没有中考资格而惆
怅，是一路关心她的“站长爸爸”李福强多方奔走，为她落了户口，获
得了通往高中的通行证。

在“站长爸爸”离开人间后，杨浦区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接过
了李福强手中的接力棒。如今，小樑终于可以喊出：“我也可以用自己
小小的力量回报那些给我温暖的人们了。 ”

从穿校服 、
扎马尾辫的内 向初中

生，到亭亭玉立、开口带笑的准大学
生，小小救助站见证了小樑的成长，也见证了上

海这座城市对柔弱群体最温暖的关怀。小樑是不幸的，因为她
缺少了来自传统家庭的父母关爱，但小樑同时也很幸运，因为她

在救助站里收获了更多人的大爱。 正如居家定所言，
让历经坎坷的孩子能够拥有和普通孩子

一样的幸福， 是每一位救助
人的工作信念。

2020年 8 月 2 日，杨浦区救助管理站为小樑庆祝 18 岁生日。 /杨浦区救助管理站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