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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上午，奉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结合第8个世界家庭医
生日，组织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健步行活动。在健步走的同时，向市民
宣传签约家庭医生优惠政策，倡导“家庭医生，您的健康守护人”，借母
亲节之际祝福每一位母亲。 （通讯员 褚倩倩/摄 记者 吴口天/文）

□记者 吴口天

“你有没有见过五彩的水仙
花？”若不是亲眼所见，可能无法想
象五彩的水仙花到底是个什么模
样。在前不久的第六届中国上海
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上，22项青
少年创新成果亮相上交会，其中就
有2项来自奉贤。在西渡学校的创
新成果展示台前，几株色彩斑斓的
水仙花正悄然绽放。五彩缤纷的
颜色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的青少年
和科研员的目光，甚至还有一些专
家学者大老远跑来一睹五彩水仙
的芳华。

坚持是他们成功的秘诀
水仙虽美，美中不足却是颜色

太单一，因花季又正逢中国的春
节，单一的白色与节日传统的喜庆
不太相称。于是，西渡学校的这个
科创小团队有了一个他们最朴实
而远大的科技梦想，“希望有一天，
我们培育的五彩水仙花能改变春
晚上色泽单一的水仙花摆设！”

这个令人眼前一亮的科研项
目出自于4位平均年龄仅13岁的孩
子们之手，对于他们来说，成功是
99分坚持加1分运气。“其实最初让
水仙花变色的想法是学长们想出
来的，但是效果均不是很理想，一
年又一年的团队人员更替，到了
第三年，他们从学长的手中接过
这个科研项目，继续研究。”李莹
是他们团队的科学辅导员，她对
自己团队的孩子们非常自信。“我
们团队的每个孩子基本在科技创
新上获得过或大或小的奖项，都很
优秀。”

反复实验中发现“真谛”
从成立第二年就加入团队的

张浩宇对科研项目非常感兴趣，不
仅仅是他自己，他的母亲也非常支
持，“我们通过不断的对比研究，从
花朵注入染料会不稳定死亡到可
以稳定在一整株上变色，再到每株
每朵花的颜色都可以变化。”张浩
宇说，当时他们通过不断试验发现
了某种染料可以不损害水仙花，但

是存在不稳定性，于是在这个基础
上，队员们对染料做了进一步加工
改良，最后研发出稳定、安全，不具
有损害性的染料，并在前不久，成
功申请了水仙花染色专利。

玩乐中学习探索
无数次实验中，失败在所难

免，“但失败不会影响我们，我们只
会越‘玩’越开心。”小队成员何箐
是一个科研狂热粉，去年她被聘为
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她常和小
伙伴们一起探讨科学奥秘，将这些
科学研究，当做一个边学习、边探
索、边玩耍的过程。

团队带队人金田则之前也曾
带过几个想要研究水仙花变色，最
终以失败告终的青少年团体。有
了前期的经验，这次他想让孩子们
继续玩，“万一就成功了呢？这些
看起来好像是很‘土’的研究，但全
世界也没有成功培育出五彩水仙
花，这群孩子却做到了，可见这些
接地气的科学创新非常有必要支
持并坚持做下去。”

本报讯 （记者 张莉莉）“感
谢调研组，让我终于享受到了电费
补贴。”前些天，70岁的钱金根对区
经委的帮助感慨万分。作为五保
户的老钱一直没有享受到电费补
贴，通过一周协调，区经委帮助老
钱解决了这个难题。

原来，4 月 18 日上午，区经委
调研四组对奉城镇协新村太平2组
村民入户走访调研，家住216号的
钱金根一席话引起了大家的注
意，“民政部门没有给我办理五保
户证明，所以至今没有享受电费
补贴”。

调研组得知，今年70多岁的钱
老至今没有结婚、没有子女，生活

也没有收入来源。根据有关法律
条例，属于国家五保供养对象，即
农村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
无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的老年人，
理应获得相应的帮助和补贴。

区经委立即与村书记进行当
面沟通。随后，村委派专人前往民
政部门咨询相关情况，了解到钱金
根已办理五保户证明并按规定享
受每月 15 度电的额度补贴。由于
钱金根此前没有自己的住所，一直
借住在妹妹家，因此用电补贴落在
其妹妹处。后来，老钱向村里申请
造房以解决居住问题并得到落实，
用电补贴的权益却没有转移至其
本人，造成其以为自己没有享受到

国家相应的政策。
4 月 21 日，村干部上门向该村

民详细解释五保户办理事项以及
该享受的权益，同时，考虑到老
人每月用电不足 15 度的情况，建
议其将权益继续留在妹妹处，在
不影响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让其
妹妹也能享受一定的补贴，缓解日
常生活压力。

“在涉及百姓特别是困难群众
的基本权益时，基层干部一定要确
保与群众的信息互通、沟通顺畅。”
区经委相关负责人说，只有这样，
在提供服务的同时避免产生不必
要的误会和摩擦，真正给他们带去
信任、信心和安心，做好困难群众
的坚实后盾。

本报讯 （记者 张莉莉）“骨
质疏松是可以预防的。”5月5日，柘
林镇海韵居委的一场别开生面的
讲座，拉开了2018年“科普大讲坛”
活动的序幕。今年，来自区中心医
院、检查院、绿化局等 12 位专家担
任讲师，将陆续为社区居民、学校
学生讲解防诈骗、健康养生等各种
实用科普知识共50场活动，活动将
一直持续到11月。

首场科普大讲坛由区中心医
院的周耀军副主任医师主讲，主题
为“老年人骨质疏松预防”，现场社
区居民听得津津有味。作为奉贤
中心医院的骨科专家，周耀军于
2013年被聘为奉贤区科普名家，对
于骨质疏松的预防与治疗颇有心
得。课程结束后，有一些居民根据

自身的健康情况进行了咨询，周耀
军十分耐心地为居民作了专业解
答，对于需要去医院就诊的居民，
更给到详细的就医指导。

“科普大讲坛”活动由奉贤区
科委、科协举办，是奉贤区科普工
作的一张名片，已经连续开展多
年。据悉，2018年的科普大讲坛活
动在原先的室内课堂知识讲解外，
还将增加全区网络自由报名参加
户外科普活动，如无人机摄影技
术、高新企业技术参观与现场讲解
等，使得活动更加富有趣味性。

区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科普
大讲坛面向全社会公众定期开讲，
就是希望科普能通过大讲堂走进
市民生活，走进村居一线，提升百
姓的科普意识，提高生活品质。

西渡学校科创成果亮相上交会

五彩水仙绚丽绽放

5月12日，金海社区在年丰公园举行“把爱大声说出来”母亲节主
题活动，为市民免费拍摄合影，并现场打印出照片。市民们纷纷走到相
机前，对着镜头表达对母亲的爱。（通讯员 郑 瑜/摄 记者 周 婧/文）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春杰 石
建英） 连续 5 年被上海市人民政
府、上海警备区评为征兵工作先进
单位的奉贤区征兵办公室，近日推
出一个举措，特聘区十大感动人
物，武警退伍士官潘守越为廉洁征
兵监督员。

潘守越是一名新奉贤人，在武
警上海总队二支队运输排服役，是
一名普通的农家子弟。在江海三
居委建立特困救护金，先后有24户

贫困家庭曾得到过他的帮助，他的
事迹在军内外传为佳话，去年被评
为奉贤区十大感动人物。潘守越
表示，他会利用多种形式现身说
法，认真履行自己职责，参与征兵
全过程并进行监督。

奉贤区历来重视廉洁征兵工
作，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和临时党
支部，并在区内媒体上公布监督员
名单。征兵期间，没有接到一个举
报电话，一封举报信及上访人员。

本报讯（记者 邵毓琪） 由于
违规装修，导致二楼、三楼业主地面
及墙体开裂，一年多来，双方就解决
方案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日前，这
起纠纷在四团镇老高人民调解工作
室的协助下，短短几天，双方便达成
在商户恢复房屋结构原状的基础
上，赔偿二楼、三楼业主各1万元和
3500 元。长达一年之久的纠纷至
此尘埃落定。

群众眼里的“老大难”问题，怎
么短短几天双方就有了解决方案？
在四团镇司法所相关负责人看来，
作为人民调解员，他们有一种独特
优势：一方面，他们具有一定的法律
专业知识，知道如何用法律去维护
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外一方
面，他们更懂得怎样用老百姓更能
接受的语言、行为方式，去跟当事人

沟通。所以，调解起纠纷他们相对
来说就会更接地气一些。

记者了解到，老高人民调解工
作室成立于2018年，是奉贤区首家
由热心法律服务的社会人士注册成
立的人民调解工作室。该工作室理
事长高卫国，曾长期工作在法律服
务行业；工作室内的几名调解员陶
天明、陶炎新、宋龙祥也在当地赫赫
有名，都曾在奉贤担任过人民调解
员。当地百姓遇到家长里短的琐
事，也习惯找他们解决。

调解员陶天明说，前些天，四团
镇杨家宅村村民李某在上班时，因
突发疾病不幸猝死，事后双方对死
亡性质及有关法律法规的适用和最
终经济赔偿金额多少均有一定争
议，工作室参与后，仅一天时间，双
方便达成赔偿协议。他接着说，其

实当时双方的分歧还是蛮大的，但
通过谈话，还是能够感受到双方的
调解意愿，因为接触的人多了，形形
色色，简单几句话，就能判断出他们
有没有调解意愿。他们都曾在法律
服务行业工作过，基本的法律素养
和法学常识也都清楚，在处置各类
复杂矛盾纠纷的化解和调处工作
中，更加受到百姓的认可。

该工作室理事长高卫国表示，
如今，群众依法维权意识逐步提升，
有些矛盾本应在社区基层就能有效
化解，但在缺失专业调处人员的情
况下，往往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久而
久之，简单的小事复杂化。如今，工
作室成立后，他们将参与到街镇的
日常法律服务工作中，化解各类矛
盾纠纷，尽最大努力把矛盾纠纷解
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近日，在泰日资福村吴窑路
以北的上海资福粮食种植专业合
作社，几十亩桑葚园格外亮眼，不
施农药的桑葚果肉饱满，三五成
聚地结在桑叶下，游客可以进园
采摘品尝。图为游客正采摘桑
葚。 （记者 张莉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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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特聘为廉洁征兵监督员

本地桑葚进入采摘期本地桑葚进入采摘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