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陆婷婷

近日，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看
着窗外的美好春光，许多老人也开
始闲不住，纷纷走到户外，舒展筋
骨。而在金汇镇泰顺佳苑里，老人
们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帮助居委
节省了一笔绿化翻新的开销。这究
竟是怎么一回事？

3 月 21 日上午九点半，记者在
泰顺佳苑看到几位头戴安全帽、身
穿工装的老伯正在将一根杨梅树搬
运起来，小心地放入一旁的土坑
内。然而，这几位老伯可不是物业
请来的绿化工人，而是小区业主。
记者了解到，在他们中间，有不少从
事过绿化工作，还有几位从前是木
工、油漆工等等。

居民张老伯告诉记者，虽然他
从相关岗位上已经退下来10年，但
为了小区的绿化能变得好看，他还
是报名参加：“这个像锻炼身体一样
还可以的，而且又体验生活。”

在另一边，几位阿婆们正在小
区的西南角进行除草作业，锄头在
她们的手中变得分外轻巧，草坪上
的杂草也被接连锄起。

然而促成这次绿化翻新的最大
功臣，是小区居民陈琦。他是泰顺
佳苑的居民，同时也是一名园林规
划的专业人士。这段时间，他帮助
居委和物业对小区原本分配不均的
绿化做了一个重新规划，并且专程
从市区回到这里，指导居民如何挖
种树木。陈琦说：“正好我想了一个
办法，把原本密的、遮挡阳光的地
方，找片空地调度过来，重新设计、
重新展排。”

据了解，由于之前小区的北边
和南边分别由两家绿化公司管理，
因此北边居民经常反映树木过密，
遮挡阳光；南边的居民则抱怨绿化
过少，花草枯死。加上近期不少老
人提出希望可以在小区锻炼同时，
也作出一份贡献，因此，才有了这
次共同策划的“北树南调”计划。
泰顺居委党支部书记主任薛爱红坦
言：“通过这个平台，接下去我们
想小区绿化的管理就交由小区居民
自治，吸引和动员更多的社区党
员、居民来参加这个自治管理。”
同时，她也表示，这笔节省下来的绿
化翻新费用，将用于改善居民的社
区生活。

4 2020年3月2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翁 频 社会视窗

□通讯员 王 英

近日，随着疫情有效控制与消
息逐渐明朗，庄行镇杨溇村的田野
里又热闹了起来，村民们一手抓疫
情防控，一手抓春耕备耕，生机勃勃
的春天气息扑面而来。

杨溇村地处奉贤、金山、松江三
区交界，有27个村民小组、60个自
然宅基，户籍人口加上外来人口近
4500人。境内地形复杂，从打响防
疫战役的第一枪起，杨溇村党总支
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
身先士卒，团结全体村民，同心协力
抗击新冠疫情。村书记杨利锋原来
一直住在南桥镇江海花园，从家里
到村里需半个小时的车程，为了保
证有更多的时间投入战斗，他说服
爱人又搬回了村里的老家，起早摸
黑奋战在抗疫第一线；村主任吴秋
高、副主任戴辉都患有腰椎间盘突
出症，日夜劳累腰痛得直不起来，吃
了止痛药继续战斗；村干部高明霞
的母亲不幸脑梗，娘家多次催她回
去看看，但她说自古忠孝难两全，坚
守岗位没去看，含着热泪恳请母亲
原谅。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村里八
十多位党员、团员和退伍军人组成
了三支志愿者队伍，负责道口值守、
宅基巡查和信息采集；老党员倪鑫
源除了值守道口外，还骑自行车到
17个封闭道口仔细巡查，发现破损
漏洞，及时汇报修复；退休老党员傅
政华体弱，积极要求值守道口，从青
村驱车到杨存路道口，从未缺过一
班岗；27 个宅基长手持小喇叭，走
村串户宣传抗疫防控的重要意义和
小常识。

面对疫情，杨溇村的干部群众
心系湖北心系武汉，捐款捐物奉献
大爱。全村 123 位共产党员，除了

病残困难之外，其余的 115 位都踊
跃捐款，年逾八十的老党员王龙标、
陈必信患有慢性病，常年花钱买药，
但他俩慷慨捐助各 300 元；谷满香
合作社党员曹引娣捐款 1 万元，村
里的乡贤吴新源、汤春强、葛斌、陈
嶔崎发扬助人为乐的乡贤精神，踊
跃捐款捐物约10万元，王引均主动
报名值守道口；童忆保洁服务社义
务承担起村里的小公园、活动室、长
廊、厕所、候车亭等公共场所的保洁
消毒；谷满香合作社还向全镇16个
村的值守道口捐赠大米 4 吨，让工
作人员在寒冷天里吃上热腾腾的米
饭；村民戴建明、陆月春捐赠了
4600只口罩和消毒水；全村八百多
户村民，不论数量多少，家家踊跃捐
款，没有一户落下。

杨溇村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
作抓得早、抓得实、抓得科学。村干
部和工作人员清早深入到两个道口
和五个责任区值守巡查，中午短暂
碰头汇总信息，傍晚开例会，总结一

天工作，分析解决疑难问题，尤其是
对外地返村隔离人员更是体贴入
微，帮助购买生活用品，还帮忙去亭
林更换液化气。村民们也十分配
合，出门戴口罩，出入登记信息，不
串门不聚众，树立起众志成城抗疫
必胜的信心。至今杨溇村从未发现
过一例疑似对象。

现在，杨溇村的春耕备耕忙碌
起来了，三千多亩水稻种植的田块
正在整理、备耕，五百多亩上海蜜梨
在施肥、喷洒硫磺药，六座排灌机口
和相配套的地下水渠在维护清理，
数十台拖拉机、播种机、深耕犁、旋
耕犁、无人机等大型机械维护保养
完毕。“松早香”“沪软 1212”“南粳
46”水稻良种精选完毕，抢晴天出
晒，提高发芽率。多种有机肥、复合
肥已采购到位。再过几天，杨溇村
里还要热闹，田野菜花金黄、梨花雪
白，田间机器轰鸣、笑语欢声，随着
疫情的逐渐可控，杨溇村里春意盎
然、春光无限。

□记者 乔 欢

三月，是春耕的好时节，也是收
获的好日子，在西渡街道五宅村，一
朵朵大球盖菇从田间“探”出了小脑
袋，迎来了采收期，宅前屋后的农户
们也开始忙碌起来。

五宅村河边百亩田地中，一朵
朵饱满圆润的褐色大球盖菇已经达
到成熟的标准，一个个着急地要顶开
小脑袋上的稻草，几位村民正忙碌地
掀开稻草秸秆，进行着采摘工作。

上海龙利侬农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蔡连章介绍，上海地区大
球盖菇播种期一般安排在 10 月中
下旬至12月中旬，成熟期从来年3
月份一直持续到5月份初结束。上
周开始，百亩蘑菇地里，每天约有
500 斤左右的产量，而且马上将迎

来大丰收。虽然很忙碌，老蔡脸上
一直挂着喜悦。

蔡连章表示：“现在能采摘的大
概只有 20 多亩，估计 3 月底到 4 月
中旬就到了高峰期，每天可能要几
千斤的产量。”

据介绍，大球盖菇可直接利用
新鲜稻秸杆作栽培料，不用添加任
何有机肥，就能正常生长并出菇。
西渡街道这家合作社种植的大球盖
菇在林间适宜的气候下，依附稻草
和秸秆保护，吸收树叶腐质营养自
然生长，相比大棚种植的大球盖菇，
营养价值更高、口感也更香脆。

□通讯员 尤 静

3 月 20 日一早，胡桥派出所
辅警徐伟庆在辖区开展工作过程
中，途经胡桥新街与寺胡路交叉
的公路桥边，发现地面上有一件
黑色大衣，捡起翻看发现大衣口
袋内有一身份证，随即带回了派
出所交给民警处理。民警陈龙通
过平台查询找到了该身份证的持

有者王小姐，并与之取得了联
系。还不知道自己身份证丢失的
王小姐接到电话，起先以为是诈
骗电话，直接挂断了民警电话。
民警继续拨打王小姐电话，让她
去查看身份证还在不在身边，王
小姐这才发现自己放身份证的大
衣已不在家中。

当天中午，王小姐来到胡桥
派出所，从民警手中拿回了失而

复得的身份证和大衣。原来，在
前一日王小姐的一位朋友在其家
中玩，临走时没注意将王小姐的
呢大衣裹在自己的东西里，驾驶
电动车带走了，估计后来是途经
公路桥时大衣不慎掉落，所以直
到民警打来电话，王小姐都没发
现已丢失，还好被派出所辅警捡
到。王小姐对派出所民警和辅警
连连表示感谢。

□记者 邵毓琪

近日，柘林派出所接到群众
电话求助称：辖区营房村一居民
家的后院有一名老人疑似迷路，
寻求民警帮助。

接到求助后，柘林派出所民
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置，只见一名
老人正在居民后院来回踱步，头
发蓬乱，身上的衣服也比较脏。
据报警群众描述，他早上起来就
看到这名老人在自家院子里，问
她住哪也说不清，于是就只好报
警向民警求助。

民警上前耐心询问，老人对
民警的问话却不理不睬，嘴里不

停地在嘀咕着什么，可是民警仔
细听了也没听懂，查询信息也是
无果。民警只能先将老人带回所
内妥善安置。

老人被带到所内后，有细心
的民警发现，3 月 13 日分局星火
派出所发布的一条协查信息所要
寻找的老人特征与眼前这位阿婆
很吻合，并且信息上显示老人是3
月12日上午走失的。

难道老人已经离家三天三夜
了？民警立即根据协查上信息联
系到了老人家属。

原来，老人姓曾，今年 66
岁，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她与儿
子王先生住在星火开发区，平时

都由王先生照顾。3 月 12 日上
午，老人乘儿子不注意时出门散
步后就迷路了。王先生这几天也
是急坏了，接到民警的电话后激
动不已，马上赶到派出所来将老
人接回。

看着失联三天三夜的母亲安
然无恙站在自己面前，王先生对
民警的帮助表示感谢。王先生表
示，今后会更加尽心照顾母亲，不
再让她走失。

疫情防控下的别样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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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

居民自主翻新绿化景观

小区里的“北树南调”工程

市民遗落证件尚不自知
辅警途经辖区捡到送回

老人外出迷途 警民联手相助

大球盖菇春日抢“鲜”上市

走基层走基层
记者记者

通讯员通讯员 张张 超超//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