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18年2月13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陆建国 社会视窗

20182018

□记者 张莉莉 实习生 何其乐

日前，在2017年度“最美金汇人”颁奖
礼上，10位从上千人中脱颖而出的先进人
物依次亮相。用一腔赤忱温暖他人，他们
的事迹令人如沐春风。

温暖他人照亮自己
“人退休了，思想不能退休，革命精神

不能退休。”在乐善村，一提起闵金仙，大家
都赞不绝口。她每天都很忙碌。在家中免
费组织教乡亲们跳舞、唱小戏，看望照顾村
里的孤寡老人，她还是村里的老娘舅，经常
为村民调解家庭纠纷，热心乡里的闵金仙，
展现最美夕阳红。

同样退休多年的李逢凤，已80多岁高
龄，“但看上去年轻，心理年龄更年轻！”居
民们都夸这位老顽童，李逢凤入住绿色家
园小区之后，就成了一位积极分子，参与文
明创建，调解邻里纠纷，还办起了小区串珠
班，和老伴不辞幸劳每周为学生采购材料，

从陕西到上海，从教室到社区，从青春到迟
暮，李逢凤一生为人师表，她总说，“这是一
个老师应该做的。”

经过一年多的水环境治理，奉贤的一
条条河道变清了，而这其中，民间河长的力
量功不可没。作为人民港的河长、党小组
长，民间河长倪伯龙用一腔赤诚守护着家
乡的绿水阡陌。在被问答治理秘诀时，“没
什么秘诀，要说的话就一个——勤奋。每
天在河边多走走，和大家多交流交流。”倪
老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初心勾线匠心施彩
“杨医生手中的针就好比孙悟空的如

意金箍棒，有他在，我们的心也就定了。”老
百姓口中的杨医生，就是石氏伤科第五代
传人杨红新，作为齐贤卫生院的医生，他常
常放弃休息日，并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公布
于百姓，他说，“以仁心施仁术，带来万众安
康，是我一生的追求。”

在皮影戏等非物质遗产濒临灭绝之

时，老文艺工作者严忠阳“重出江湖”，他作
为上海市和奉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山歌传
承人，定期到学校教学，撰写皮影戏剧本，
全心全力投身非遗保护，他的梦想，就是

“将古老的艺术焕发出时代的活力，用歌声
戏曲诠释着真和美的含义。”

儒香校长朱权华，5年前梦想着创建一
所飘溢着书香、流淌着诗歌的学校。而今，
思言小学的学生们正以最中国的姿态走向
未来。在推进“生态村组、和美宅基“的号
召下，村民吴可才请缨筑篱，守护阡陌美
景，小桥流水人家的乡村美正是因吴可才
的真心与匠心而更加醉人。

80后农业青年陈登峰，怀揣着建设现
代化农业的梦想，回乡成立了上海贤佑农
业合作社，组建第一个现代化农业无人机
服务队，他还不忘用自己的技术带动周边
农户不断发展。虽然现代化农业道路艰
辛，但陈登峰用行动和坚守诠释着现代农
业青年的责任和担当。

春节将至，南桥镇以大调研工作为契机，加大检
查力度。由镇纪委牵头成立联合检查组，对辖区内
机关食堂、经济园区等，专项检查公务、商务接待等
情况。图为南桥镇党委委员马洪兴到南桥镇西渡经
济园区开展检查。 （王菊萍/摄 顾 勤/文）

本报讯（记者 邵毓琪） 南桥派出所接到辖区
居民张先生打来的电话，称其在良友物业从事保洁
工作的母亲在众旺苑北区楼下垃圾桶内捡到用废旧
地毯包裹的4万元现金，其母亲怀疑是假币，想上交
给公安机关。

无独有偶，派出所也接到辖区另一居民董先生
报案称：其妻子将家中现金4万元用废地毯包裹放
在自家床下，被其儿媳误认为是垃圾装到了马夹袋
内丢到了楼下的垃圾桶，后被人捡走。

两件事情所反映的信息一致，南桥所民警便约
双方当事人于当日下午13时到居委。后经遗失人
董先生确认，张先生母亲捡到的4万元现金就是被
其儿媳误扔的，后张先生母亲将现金全部交还董先
生 。 董 先 生 一
家 对 张 先 生 母
亲 拾 金 不 昧 的
高 尚 品 德 表 示
了感谢。

□记者 周 婧

这些日子，在西渡街道，大调研
却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连日来，
基层干部们走访调研了辖区内村居
委、企业以及农户和居民，以轻松愉
快的聊天形式，了解群众所需、企业
所求。

深入现场 寻找问题
前些天，西渡街道主任张之华

搞了一次“突然袭击”，直接前往去
年申报“和美宅基”但未成功的创建
灯塔村13组。

“村宅翻建、违章拆除进度、宅
基上架高压线、河道治理、垃圾分类
……”群众们见到张之华，纷纷道出
自己的想法。张之华说，“基层管理
干部的岗位就是在基层、在现场，光
待在办公室里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的”。只有全面听，不回避、不遮掩，
才能全面掌握情况、深入分析问题，
努力把实情摸上来。

广开言路 分析问题
近日，西渡街道书记蒋仁军走

访新南家园，几户居民都提及小区
内的河道虽然“开膛破肚”多次，却
始终没能彻底根治黑臭的问题。“河

道的根源问题可能还是在于周边居
民阳台的落水管，向河道直接排放
污水导致黑臭”，居民们根据现场查
看的情况，向街道反映并做出分
析。这与街道走访调查后的分析结
果，不谋而合。

雷厉风行 解决问题
走访大调研期间和村民对话

中，大家要求早日拆除违章、整治河
道，争创“和美宅基”。张之华表示，
在开展农村工作，充分引导村民释
放农村治理的活力同时，自身也要
加快节奏、迈开步伐，“提高回应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速度，真正赢得广
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目前大调研刚开始，西渡街道
还将借着大调研的这股东风，攻坚
克难，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
各项工作。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在
调研中找到统筹解决的办法。“身入
心至”，切切实实解决好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的问题。

□记者 邵毓琪

“降压药一定不要忘了吃，有
空就来检查一下。”在柘林镇南胜
村医务室，年近 7 旬的胡益葵收起
测压仪，对前来村医务室测量血压
的村民叮嘱着。对于胡益葵的医
术，村民们无不竖起大拇指，大伙
有什么不舒服，都习惯到他这里看
病；不仅如此，他那一手中医疗法，
更是让村里小小的医务室成为了
远近闻名的“香饽饽”。

谈起当年为何从医，胡益葵眼
神凝重地说，那时他刚成年，由于
农村医疗队伍缺乏，看到很多村民
因普通的常见病耽误治疗而拖成
重病，激起对学医的渴望。50年的
漫漫行医路，由此开始。

每面锦旗背后显着仁心仁术
在南胜村医务室，最里一间便

是胡益葵的“小天地”。在这里，墙
上挂满了病患们赠送的锦旗，代表
着一份份真诚的感恩之心；在锦旗

“背后”，显现出的是仁心仁术。
他指着最近新送来的一面锦

旗回忆说，那是去年夏天，一位病
人拄着拐杖来到了医务室，胡益葵
一眼便认出了他是村里的老管。对
于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的老管，胡
益葵并不陌生。然而一段时间不
见，老管竟拄着拐杖进来，着实让
他吃了一惊。在仔细检查后，胡医
生确诊老管因下肢静脉曲张，加上
糖尿病，已引起双腿大面积溃烂，
如病情继续恶化，恐有截肢风险。

听闻情况如此严重，此时的老
管才后悔起来。他说，之前也有类
似的情况发生过，吃点消炎药就好
了；不想，这次发作快2个月了，病
情愈加严重。当下，胡益葵先为疮
口进行消毒，再把中药敷于其上，
一个月后治疗效果显现，疮口慢慢
结疤。如今，已经痊愈的老管激动
地说，当时不少医院让我做手术，
现在看来还是胡医生医术高超，保
住了我的双腿。

书是我最好的老师
在胡益葵的诊疗台上，有一沓

泛黄的书籍。前来做推拿理疗的
村民介绍说，这是胡医生的宝

贝，每次碰到疑难杂症，便会拿
来翻翻。

“从穿上白大衣的第一天起，
我就告诫自己一定要克服好高鹜
远的弱点，抓好基础理论、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从简单事做起、从
小事做起。”胡益葵说，从上海中医
学院进修回来后，这些书就是我最
好的老师，为了提高业务技术水
平，他利用空余时间不断学习一些
医疗技术，还把自己多年的行医经
验进行收集和整理，不断提高医疗
水平。不仅如此，他还系统地学习
了中医针灸、拔罐、诊脉等医术。
特别是在三伏天，人体内湿气重，
人们有点不舒服就喜欢拔罐、针
灸，这种中医的治疗能很好地为村
民解除病痛，深受村民的喜欢。

“一辈子没攒下钱，就攒到村
民的好评。”身为一名乡村医生的
胡益葵，不论是“三伏”还是“三
九”，白天或黑夜，只要接到出诊电
话，他都毫无怨言地出诊。看着村
民们经过他的治疗，带着笑容走出
医务室时是他最大的收获。

□记者 孙 燕 实习生 奚 柔

这一台戏，让56岁的老人瞿冬梅感动
至今。

就在2月3日，奉城镇社事中心的工作
人员把一张演出票送到了瞿冬梅手中，邀
请她到奉城影剧院看戏。“旗袍秀、沪剧、说
唱，节目丰富，霞（很）好看。”对于贫困家庭
来说，瞿冬梅不能像其他老人一样乐享生
活，平日只忙着照顾患先天性免疫力缺陷
的儿子，看戏，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但这
个戏，政府买单，不收钱。”这个举动让瞿冬
梅感到特别温暖。

在奉城镇，像瞿冬梅一样，因病致困、
低保、低收入的贫困家庭均收到这张温暖
演出票的，共有138户。此番，奉城镇通过
政府购买形式，依托“乡间小舞台”这一民
间公益组织为贫困户送戏，正是希望他们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也能在精神层面感
到轻松和欢愉。这份“初心”，奉城镇坚持
了整整六年。

送戏，并不是送了就完事。在节目呈
现上，从一开始的唱歌跳舞拓展至小品相

声，不断随着观众需求而变化着；在节目内
涵上，从一开始的供人娱乐到后来注重引
发共鸣，润物无声般传递着正能量。“大家
都希望最好镇里面多办这样的活动。”奉城
镇奉城村村主任卫英说。奉城社事中心也
积极回应，“春节期间，每个村居都有节
目。”

当然，为贫困家庭送戏，只是奉城镇开
展春节送温暖活动的一个生动画面。这几

天，在奉城镇的引导下，活跃在这方水土上
的 40 多支民间文体团队已经积极行动起
来，纷纷进村居、企业、工地等地，开展公益
演出活动；非遗传承人、书画爱好者等也以

“辞旧迎新同欢庆，非遗传承进万家”为主
题，在奉城街头展示刻纸、木刻、书画等传
统技艺，通过弘扬传统文化的方式向奉城
百姓拜年。

公益文化，让这个年变得格外不同。

大调研进行时大调研进行时

乡间行医五十载 奉献乡邻不言悔
——记柘林镇乡村医生胡益葵

2017年度10位“最美金汇人”揭晓

平凡人身上有大爱

公益文化暖人心

奉城镇为贫困家庭送戏奉城镇为贫困家庭送戏

儿媳误将钱款丢弃
保洁阿姨好心归还

西渡大调研“身入心至”

本报讯（通讯员 张余英）春节来临之际，奉贤
区文化馆《群贤俱乐部》零基础油画班师生作品展在
区图书馆第一展厅展出，油画作品共有68幅，将给
奉贤市民带来一场高雅艺术的唯美盛宴。

零基础油画公益性培训是公共文化的新尝试，
始于2015年。学员来自奉贤区各行各业的油画爱
好者，施教过程不同于常规美术教学程式化方式，而
是启发学员对艺术各自的理解进行视觉表现，让学
员观察美、发现美、表现美，提高艺术创作能力。

经过近三年的艺术培训，初见成效，“零基础油
画班”佳作不断，其艺术氛围为奉贤区文化事业增添
了一抹亮点。

紧盯紧盯““四风四风””不放松不放松

“零基础油画”班办展
春节里市民可去一看

（（记者记者 陶陶 涛涛//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