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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调研进行时

老人舒心 家人放心
的彩电更是让老人直言“比家里
电视还要大”，统一安装的智能
马桶让老人们对智能家电有了
更多体验。
院内有图书馆、阅览室、棋
牌室、书画室、多功能厅等，
整体
设计简洁大方，
方便老人们休闲
娱乐。
食堂里则细心考虑到老人
的不同情况，设有专用电梯，为
无法出门用餐的老人将饭菜通
过保温车直达不同楼层。

老人住得舒心

（王菊萍
王菊萍//摄）

老人们有的在院内散步，
有
的正在棋牌室与好友博弈，
天气
逐渐转凉，
而奉贤区第二福利院
却越发热闹起来。9 月底，随着
奉贤区第二福利院开始试运营，
目 前 院 内 已 陆 续 入 住 30 名 老
人。
近日，
记者走进区二福院，
一
探院内庐山真面目。
区 二 福 院 位 于 望 河 路 89
号，
不少老奉贤人仍习惯称这里
为齐贤，
而现在的齐贤不再是当
初的“偏远地区”，途经贤浦路，
远远就能看到区二福院挺拔的
大楼，
而不远处就是正在加紧施
工的奉贤区国妇婴。
让老人们在
这里养老，让孩子从这里出生，
一系列民生工程的加紧建设，
让

这片土地充满了无限生机。

营造如家氛围
区二福院院内有 3 栋大楼，
每栋 6 层，总床位数 768 张。院内
分为养老院、护理医院两大区
域。1 号楼与 2 号楼为养老照护
区，
设有多种房型，
设施齐全、舒
适宜居，提供专业养老护理服
务；3 号楼为医疗护理区，可提
供咨询、就医、住院、康复治疗等
服务。
老人们居住的房间环境优
雅，
空气清新，
设有一人间、双人
间和多人间。
不同类型的房间有
中式、西式风格，让老人更多选
择，拥有和家中一样的居住环
境。每个房间内，都有大表面的
时钟方便老人查看时间，55 寸

78 岁的老人周彩云是二福
院的第一批入住老人，
周阿婆住
过不少养老机构，
也找过不少养
老机构。不久前，她便找了机会
前往区福利院“打探”，
得知床位
紧张的同时也知道了区二福院
就快建成的消息。
特别看了这里
环境后，她立马决定，一旦二福
院开张她就要住进来，
“ 现在真
是美梦成真了。
”
周阿婆说，
住进来后果然也
没失望。
老年人主要关心的就是
吃和住，
她仍记得第一天来就吃
到了新米饭，
“新米还是陈米，
一
吃就能吃出来，”不仅米饭口感
柔软舒适，
菜也是不停换着花色
来满足老人们的胃口。
周阿婆比
较怕凉，
护工就会经常关心询问
被子盖得暖吗，
“ 对我们非常用
心”。
老人说道。

88 岁的蔡顺军老人，在老
伴走后的 4 年一直居家养老。但
由于动脉血管闭塞，今年 5 月手
术后，腿部装了支架，子女们不
放心行动不便的老人一人在家，
于是和老人商量来这里住住
看，
“先来住一个月，假如不适
应我们就回去。
”最近，蔡老伯
的妹妹来看他，得知他在这里
住得很舒心。
刚 来 时 ，护 工 为 老 人 倒 夜
壶、擦身，一些自理习惯了的老
人还有点害羞。
经过一周的适应
后，老人慢慢习惯了。大家都按
照区二福院的时间起居，
吃好午
饭，
有的老人还会约上麻友去自
动麻将桌前“练练身手”。
让子女
们最为放心的是，每天，标清老
人名字的药盒都会定时、定点送
到房间里，
“ 这样我们也不担心
父亲会忘了吃药，”蔡老伯的女
儿说道。
区第二福利院收住本区半
自理、全护理、认知症老人及
残疾老人。据了解，区二福院
采取“公建民营”运营模式，
委托上海人寿堂国药有限公司
经营，真正实现“专业事由专
业人来做”
，为奉贤老人提供医
疗养老服务及乐活养老服务，
保障老人安度晚年。

本报讯 （记者 孙 燕）
这几天，奉贤水稻进入丰收
期，但奉城镇分水墩村的水
稻种植户宋玉平却怎么也高
兴不起来。他拉着镇里来的
“大调研”干部说，
“眼瞅着人
家水稻田里金灿灿的稻穗压
弯了腰，可自家的水稻却显
得干瘪没有起色，会不会生
病了？”
同样的种子，同样的种
植时间，同样的灌溉技术，为
什么老宋家的水稻至今还没
有出穗？为了让老宋放宽
心，
“ 大调研”干部立即联系
了奉城镇农业服务中心来帮
忙。中心农技植保站工作人
员经过现场实地勘察后发
现，必须要请资深的农业专
家来答疑解惑。
于是，镇里就把区农委
水稻种植金秀华和苏瑞芳二
位专家请到了老宋家水稻田
间。二位专家在水稻种植上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不过这样的情况却也不多见。就在一筹莫
展之时，
专家们突然发现，
老宋的稻田四周都是
新筑的水泥路，路上也安装了一整排路灯。顿
时，大家眼前一亮，好像找到病因了！原来，这
些夜里亮的路灯，
影响了水稻的生长速度，
水稻
就会出现“休眠现象”，因而就会出现水稻看上
去干瘪的问题。
“那会不会影响产量？”
“不会！”在专家的答
疑解惑下，老宋终于明白了他家水稻生长的缓
慢原因，
也了解生长缓慢并不影响产量后，
老宋
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大调研，帮了我
大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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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 婧

专业服务保障

奉城镇分水墩村水稻种植户宋玉平遇难题

近日，记者探访试运营不久的奉贤区第二福利院

﹃大调研 帮了我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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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行镇邬桥社区千汇小区 79 岁的金创我老伯在自家院里种上了
牡丹、荷花、桂花树等 30 多个品种绿化。每天，金老伯的小花园里都
会吸引周边居民前来，大家聊天、赏花、交流感情，这里成了邻里欢乐
的聚集区。
（王菊萍/摄影报道）

四团镇聚焦人才培养和引进

为发展提供坚实主力军
本报讯 （记者 孙 燕） 日前，
记者从四团镇获悉，该镇聚焦人才
培养和引进，
通过开展多元化、多层
次的人才培训活动，
凝聚共识、夯实
基础、提升能力，发现人才、培养人
才、引进人才，
为四团人民美好生活
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主力军。
针对镇内党员，该镇在上海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赵天鹏烈士
塑像前开展缅怀先烈“情景党课”活
动，弘扬烈士精神，缅怀烈士功绩，
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强化理想信念和革命传统教
育。针对镇内新录用人员和村级后
备人才，
该镇通过专题辅导、经验分
享、现场教学、素质拓展等形式，引
导他们尽快转变角色、适应岗位。
下一步，四团镇将继续严格选
拔人才、不断加强管理，
为现有人才
提供发展平台，
激发工作活力，
努力
发挥人才作用,扩大人才总量、提高
人才素质、优化人才结构、完善人才
政策和服务体系，实现人才队伍建
设协调发展。

男子凌晨酒醉不醒
民警尽责助其回家
本报讯 （记者 邵毓琪） 近日，
家住柘林镇海韵馨苑的吴先生来到
柘林派出所，将一面印有“人民的好
警察，百姓的守护神”字样的锦旗送
至冯警官手中并连声道谢：
“如果不
是你，那晚我就要睡马路了，真心感
谢……”
原来，在 10 月 17 日的晚上，吴
先生因为生意应酬喝了近 7 两白
酒，饭局结束时他坐上了一辆出租
车跟司机说了居住小区名称后倒头
就睡着了。出租车司机到达小区门
口后，想要叫醒吴先生，可是在酒精
作用下吴先生睡得“不省人事”。由
于不知道乘客的具体住址，找不到
家人，无奈之下出租车司机拨打了
110 电话。值班民警冯圣恺赶到后
在吴先生的随身物品中找到了他的
证件，并发现他身边带有大量的现

金。通过证件信息，查询到了吴先
生的具体住址，并至其家中找来了
他的妻子。
第二天吴先生醒来后对昨夜发
生的事浑然不知，听了妻子说明后
才恍然，想到警察同志半夜都不能
好好休息还辛苦抬他上楼，确保了
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特地制作
锦旗前来感谢。
在此警方提醒:饮酒过度容易
伤身，在日常应酬、聚餐中，注意喝
酒要节制，要照顾好身边饮酒过度
的人，随身最好不要携带大量现金，
注意保护人身、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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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花为媒 促邻里情深
全力以赴抓落实 聚精会神谋发展
（上接 1 版）国际化通行规则；
积极对接科创板注册制，打造国家
级水平的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活力
区；落实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
展国家战略，在开放的平台上有更
大作为。其次，大力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坚持规划为先，在都市农业、
农民资产性增收上有新突破，让农
民更有获得感，实现“留得住乡愁、
看得见发展”，让乡村振兴工作走
在全国前列。深化所有权改革，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全力支持民营经

济发展壮大，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
局面。再次，做好创新社会治理大
文章。紧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上海要“建设超大型城市”的部
署要求，坚持线上、线下融合，努力
优化营商环境，充分运用互联网大
数据，建好“城市大脑”，切实提升
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着力解决
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
疗、养老等突出问题，不断提高基
本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让群众有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指出，要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
治党，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
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
建设。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
智慧和魄力，广泛集聚各方面优秀
人才，加快培养各领域各方面的专
业人才，创新优化约束机制、激励
机制，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
力、战斗力。
区委常委徐卫、韦明、包蓓英、
周龙华、连正华、顾耀明、孙嘉丰出
席。

结交天下客商 采购世界货品
（上接 1 版）采购成交的商品包
括水果、食品、原材料、机械设备、
保健品和医疗护理设备等。
庄木弟在讲话中向签约成功
的企业表示祝贺和感谢，并表示，
奉贤将积极参与采购，承接好进博
会的溢出效应。同时，继续优化营
商环境，使奉贤的发展越来越好，
欢迎大家来奉贤发展。庄木弟表
示，未来几年，奉贤将继续推进产
业和城市的融合与东方美谷的发

展。再过 15 天，奉贤将举办“东方
美谷国际化妆品大会”。全世界有
10 余个国家（地区）的化妆品协会
的领袖以及欧莱雅、LVMH、雅诗兰
黛、资生堂、爱茉莉太平洋、如新、
美乐家、上海家化、伽蓝、玛丽黛佳
等 100 余家世界知名化妆品企业高
管将汇聚“上海·东方美谷”，共商
世界美丽健康产业发展大计。美
丽邀约还在进行中，欢迎各位企业
家踊跃参与。
华源在欢迎词中介绍，本次进

博 会 ，奉 贤 共 组 织 3000 家 企 业 参
与，最终有 687 家通过上海市商务
委 审 核 ，组 建 上 海 交 易 团 奉 贤 分
团。他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奉贤企
业家走出去，越来越多的国际知名
企业走进来，在交流与合作中寻求
发展的更大机遇。
上海辉展果蔬市场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业桃先生说：
“政府搭台搭得好，我们‘戏’也能
唱得更精彩。
”
副区长顾佾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