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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区粮食合作社、家庭农场主正抢抓

农时，对播栽的稻苗及时补秧和施肥，确保秧苗

早生快发，为水稻绿色丰产打好基础。图为柘林

镇景稔粮食合作社农民在对机插的稻田采用新

型喷肥机进行肥料喷施。 （王菊萍/摄影报道）

插秧后插秧后 施肥忙施肥忙

□记者 周 婧

“我什么都看不见，想象着雨后的
彩虹有七彩。我什么都看不见，也努力
让生活过的很精彩……”，40 岁的盲人
推拿师郑昔终于圆了自己的梦想。拥有
一首属于自己的歌《如果有那么一天》，
这个看起来有些文艺、浪漫的梦想，早
在十几年前就种在了郑昔的心里，未曾
想过梦想居然照进了现实。

热爱生活热爱歌唱
生长在农民家庭的郑昔，出生时

便伴随着视力残疾。对于大多数视障
人士来说，从事按摩工作是他们的传
统行业。郑昔也不例外，在上海盲人
学校读书毕业后，回到奉贤开了一家
盲人按摩店。

郑昔虽然无法看清这个世界，但并没
有停止过对世界的想象和期盼。他爱看各
类书籍，更是从未放弃对唱歌的热爱。
2008年跟随奉贤区文化馆专业音乐老师
学习民族声乐，参加蓝天下的至爱及下乡
演出数百场，还多次获奉贤区声乐比赛一

等奖，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爱好者。
细心打磨量身制作

区残联知道了郑昔的梦想后，便把
这件事记在了圆梦驿站中。词作家蒋帅
知晓后，非常感动于郑昔对音乐的执着
和对生活的热爱，主动领取了郑昔的梦
想，成为了他的圆梦人。蒋帅的身边也
有和郑昔一样的视障朋友，“称呼他们
为视障人士更为合适”，蒋帅得知郑昔
情况后，决定为郑昔量身打造一首原创
歌曲。

这个念头盘旋在心中一个多月，终
于在5月15日凌晨1点完成了第一稿。
当作曲家刘小剑得知蒋帅想找人作曲
编曲后，主动承担爱心接力。

一首歌的诞生并不容易，因为郑昔
无法唱谱，两位老师耐心地一遍遍教
唱，和着琴声与郑昔一同感受歌曲。在
一遍遍的磨合中，也将歌曲改了一稿又
一稿。“郑昔喜欢唱开口音，所以现在这
一版是最适合他的。”

各方助力温暖彼此
一次学歌时，郑昔在刘小剑老师这

里学唱完，蒋帅碰巧在外赶不回来，他
的妻子就帮忙接送郑昔。蒋帅说，“这首歌
能诞生，靠的是各方的爱心人士”，不管是
作词、作曲，还是录音师，大家齐心协力帮
助他，才让郑昔的梦想得以实现。

郑昔自己在家时，也将歌曲唱了一遍
又一遍。头一回踏进专业录音棚，郑昔的
内心抑制不住紧张，能够如此专业的实现
心中的音乐梦，是他多少年来的梦想。蒋
帅说，这圆的不仅仅是郑昔的梦。“通过帮
助别人，使自己的内心始终充盈，对于艺
术创作者来说，也是一种收获。”

“东方美谷·风雨彩虹”圆梦行动，
不仅点亮了被认领的梦想，点燃了困难
人群对于生活的希望。更是在全城人员
助力圆梦的良好氛围里，筑起了一座有
温度的梦想之城。

本报讯 （记者 孙 燕/文 通讯
员 陆 霏/摄） 日前，记者从四团镇
了解到，今年暑假期间，该镇推出爱
心暑托班、暑期公益课、暑期夏令营
等系列暑期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小
学生暑期“看护难”问题。

为了让爱心暑托班的课程丰富
多彩，四团镇整合群团各项资源，在
为小学生提供暑期看护服务的同时，
开展了国学诵读、创意美术、读书赏
析、老园丁讲座等符合小学生身心发
展特点的拓展活动。课程内容从最
为基本的学生暑期托管，已向学生作
业辅导与兴趣拓展，从而促进学生核
心素养发展。

四团镇还将目光锁定在“目前在
四团就读的且家庭较困难小学生”这
一群体上，并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的方式在四团镇的青年中心，为其免
费开设了为期 2 个月的围棋班和街
舞班，让困难小学生也能实现学习围
棋、舞蹈的梦想。

此外，四团镇还计划对部分小学
生开展为期 2 天的“红色之旅”暑期

夏令营，通过学习、参观、走访各个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引导小学生们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
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
青少年忧患意识以及社会责任感和
使命感。同时，还将在夏令营中穿插

美术、拼音、硬笔书法、机器人等元
素，让小学生可以寓教于乐。

目前，在部分育龄期男青
年中，因为患了慢性前列腺炎
而使生育能力下降，甚至不
育。这是由于前列腺的炎症会
影响精子的发育和成熟，使精
液的各项主要参数低于正常
人、降低了生育能力而导致不
育。

慢性前列腺炎的发生常伴
有慢性附睾炎和精囊炎，造成
输精管道内环境的改变及管道
的阻塞。前列腺炎症时，腺体
纤维化和腺管阻塞均可使前列
腺液分泌减少，影响精子的活
动。同时前列腺中的酶活性下
降、pH值升高、精液中白细胞
增加、精液粘度增加、液化时
间延长。炎症反应还可使体内
抗精子抗体增加，使精子死
亡，引起免疫性不育。研究证
实，当慢性前列腺炎时，精浆
中可能会掺杂一些细菌、炎症
性细胞，乳酸物质也会增加，
细菌的毒素以及代谢产物也排
泄在精浆中，细菌的生存和炎
症细胞大量消耗营养物质和氧
分，使得精子的生存环境极其
恶劣，从而不能充分发挥其生

育能力。此外，前列腺炎还会
影响生殖腺的分泌功能，导致
精液量减少和精子活动力下
降。因此，慢性前列腺炎对生
育功能是会影响的。

慢性前列腺炎并不可怕，
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
育能力，大多数情况下未达到
可导致不育的程度。当然，从
优生优育的角度考虑，对慢性
前列腺炎的育龄男青年，我们
还是希望积极接受正规的治
疗，在慢性前列腺炎没有治愈
前建议最好不要生育。
专家介绍：

吴健明：区中医医院泌尿
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前列腺
增生、前列腺炎、睾丸附睾炎、
肾结石、肾积水、膀胱癌、肾癌、
前列腺癌、淋病、尖锐湿疣等疾
病的治疗。

专家门诊时间：每周一全
天，周四下午

□记者 傅潇瑶

海湾镇星火学校的孩子们大都
来自五湖四海，对于他们来说，味蕾
深处始终怀念的是家乡美食的味道。
这个暑假，七年级的学生有一份特殊
的“暑假作业”，要亲手制作一份家乡
的美食。孩子们纷纷开启“寻找”家乡
美食之旅，重庆辣子鸡、南京板鸭、安
徽蒿子馍、椒盐土豆条、山药鸽子汤
……一道道亲手制作的家乡美食，展
示了各自家乡的人文气息，也寄托了
孩子们对家乡深深的思念之情。
烹饪过程，就是一次和家乡的对话。

刘诗琪的家乡在重庆，那里以辣
闻名，所以最令她印象深刻的就是家
乡的辣子鸡。“听名字就知道是一道
富有颜色的佳肴，这道菜里加入了辣
椒、花椒、胡椒。其实我觉得辣子鸡
不应该说辣其实是麻，如果不小心吃
到花椒那可够受的！虽然上海比重

庆繁华很多，但在这里吃不到家乡的
辣子鸡，那是家乡的味道。”“提起家
乡，就不得不说家乡的美食。我的家
乡安徽，美食有很多，我最钟爱蒿子
馍。”每每品尝到蒿子馍，胡以臣心中
便升起浓浓的思乡之情。蒿子馍的制
作过程并不复杂，却是安徽不可替代
的特色小吃，曾经还上过《舌尖上的中
国》。陈君怡的家乡在美丽的安徽，那
里有一道既美味又益于身体的菜——
山药炖鸽。将处理好的鸽子放入锅里
煮至水开捞出沥干，山药去皮切成菱
形块……她一步步按照记忆中家传的
菜谱操作，耐心地等待着小火将鸽肉
的香味熬出来，小脸上写满了认真。

“尝了一口，就觉得美味，大概是因为
自己动手做的，有家乡的味道，心里
带着激动和期盼才更好吃呢。”
做菜过程，也是一次文化的洗礼。
“湖南酱板鸭是一道湖南益阳的

特色名菜。要用当地特有的水鸭，经

30 多种名贵中药浸泡，加入 10 余种
香料，经过风干、烤制等15道工序精
致而成，成品色泽深红、皮肉酥香、酱
香浓郁……”说起家乡美食，李志强
总是滔滔不绝，“我从美食中感受到
的，不仅是美食的味道、家乡的味
道。”椒盐土豆条是杨玉玲家乡的一
道美味小吃。“它的做法虽然简单，
却包含了我们对家乡深深的思念。”
为了这道菜，她还学到了很多有趣
的知识，知道土豆属茄科，是多年
生草本块茎类蔬菜，肉有白色或黄
色，原产于南美洲高山地区，十八
世纪传入我国。

星火学校的语文老师吴金玲表
示，“如果说哪种情感最能激发共鸣，
那一定是乡愁。我们举办这次活动，
就是希望孩子们能更近距离地接触
这种家乡的味道、家乡的文化，并让
这一味道，成为他们未来一次次远行
的动力。”

海湾镇星火学校七年级学生有一份特殊的暑假作业

亲手制作家乡的美食

本报讯（记者 吴口天） 7
月1日下午，区中心医院妇产科
二病区发生暖心一幕，看着失
而复得的包包和近万元现金，
一位年轻小伙子一边紧紧地握
着好心人巴老先生的手，一边
惭愧道：“如果不是老先生把包
给送了过来，我们都没发现丢
了。”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而巴
老先生拾金不昧的善举也感动
着现场的每一个人。

当时正逢周末，62 岁的巴
志龙如往常一般，早早便到了
中心医院，准备看望 ICU 病房
的老母亲。由于探病时间还未
到 ，他 便 吃 过 午 饭 等 在 等 候
区。这时一边空座位上的黑色
包袋引起了他的注意，巴老先
生回忆，“一开始以为是有人无
意间落下的，我就帮忙看着这
个包，但是后面等了2个多小时
也不见人来认领，就觉得不对

了。”眼看探病母亲的时间将
至，巴志龙心里却始终放不下
这件事，“万一里面有失主很重
要的东西呢？”

考虑到失主焦急的心情，
他只好从包中寻找主人线索，
除了近万元的现金外，巴志龙
发现了一张就诊押金单，就着
单子上面的病区，巴志龙一路
寻到了妇产科二病区，找到了
失主24床的病人。原来是24床
病人的丈夫急着陪妻子临盆，
无意间把包落下，竟一直没发
觉。直到看到巴老先生走进病
房，将包原原本本送还，才惊觉
自己的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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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粗心丢钱包
好心老人拾金不昧

慢性前列腺炎降低生育能力

四团镇推出系列暑期活动

小学生假期生活更精彩

拥抱梦想花开
爱心接力助盲人推拿师拥有了一首自己的歌

圆梦进行时圆梦进行时

优化营商环境 提高经济密度
（上接 1 版）华源指出，

下一步要着力提高城市能级
和核心竞争力，定位上海南
部中心城市，加快城市功能
性项目建设，让更多优质的
教育、卫生、文化等资源落
地，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人才

来奉贤投资和发展。
座谈会前，华源实地走

访了奥托立夫（中国）电子有
限公司和上海和黄药业有限
公司，参观企业生产线，了解
企业产品的开发和市场，仔
细询问并回应企业的困难和
问题。区领导顾佾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