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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民自筹自建

闲置天台变身“空中花园”
□记者 孙 燕
最近，在海湾旅游区海棠社区，
有一个占地 600 多平方米的“空中
花园”走进人们视野。在这个花园
里，藏着近千盆花草，既有日常可见
的爬藤花卉、各类香草，
也有较为珍
贵的日本南瓜、老桩多肉等。令人
称奇的是，这个花园，不用政府一分
钱，均由社区居民、辖区爱心人士共
同出资、出物、出力打造，是一个名
副其实的“百姓花园”。
这个花园，建在海棠社区居委
会天台。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居民们
前来看望它。有时是来除草、浇水、
耕耘；有时带来了“新朋友”
，即移植
新花卉进来。说起花园的由来，海
棠社区居委书记、主任许立群至今
都很感动，
“ 今年年初，我们在走访
中发现，辖区不少居民都擅长养花
弄草，我们就想可不可以利用长期
闲置的天台搞一个空中花园，方便
居民休闲、娱乐、开展活动。
”许立群
说，今年年初，这个想法，率先得到
了 社 区 党 员 们 的 支 持 ，40 多 位 党
员，主动发起募捐，一下就筹到了
4000 多元。60 多岁的顾正喜，就
是一名社区党员。他说，“现在提
倡‘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
，我觉得，
在我们这个小区，参与
做这个事，
就是最好的体现。
”
“空中花园”因为这笔启动资
金，
“ 香草体验区”率先成行。看到
肉桂天竺葵、巧克力薄荷、草莓薄
荷、摩洛哥薄荷、普列薄荷、越南香
菜、柠檬香茅、花叶宽叶百里香、百
里香“杰克”等 13 个品种 300 多株香
草幼苗，郁郁葱葱，散发出淡淡的芳
香，
不少爱心人士、爱心居民也主动
加入到这场“自治”行动中。辖区
内，有一位爱心人士，就为“空中花
园”
捐赠了近百个爱心花箱，
为花园
铸“形”。社区里，有一位园艺爱好
者申瑞雪，无偿负责花园所有营养
土的供应。有了“基础设施”，不少
养花爱好者也开始施展特长。
“我今
天又带了几盆多肉来，
玉缀、白牡丹
等都适合盛夏初秋种植。”57 岁的
居民张小燕，是其中一名“园丁”。
她已先后为花园带来了近百棵多肉
植物，
“我喜欢种植多肉，
在我家里，
有近千盆多肉。能把我喜欢的花卉
栽种在这里，
让大家一起分享，心里
有一种自豪感。”居民葛菁芳，一有
空就扎在花园里。此时，她正将一
株株吊兰植入到花园空花篮里。她
告诉记者，很多居民都把家里的花
卉拿出来了，把一个长 3、4 米，宽 1

米的长桌都给摆满了。许立群算了
算，这样一个花园，如果政府打造，
少说也要花 10 余万元，但现在，我
们既没花钱，
老百姓也满意。
居委支持，各方参与，
“ 空中花
园”
也让原本来自五湖四海的居民，
由陌生变为亲密。美籍华人马积申
感触很深，
“ 我 2011 年从美国回到
中国，刚开始到这里来定居的时候，
没有什么朋友，感觉比较孤单。现
在，
有事没事到这个花园里来坐坐，
有机会接触到其他的业主了，
生活方
面比以前充实了不少。
”
现在，
他也成
为了一名“园丁”，除了方便居民交
友，
68岁的徐卫国觉得，
“空中花园”
更像一个“群众共享空间”，
“这里可
以开展党员活动，
可以过集体生活，
还可以就地取材，搞香草制作等活
动，
老百姓的生活会越来越丰富。
”
随着“空中花园”的产生，居民
与居委干部的互动也在越来越频
繁。
“ 居民来照顾花的日常，我就来
照顾居民的心情，多好！”许立群对
未来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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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村委会定制移动服务车

老宅基上的“一门式
一门式”
”
□记者 乔 欢/文并摄
“这个车真的是太方便了，
量血
压不用再走到村卫生室去了，宅基
上就可以！
”南桥镇光明村村民钱杏
英看着眼前这辆红色的光明在线沉
浸办公移动服务车赞不绝口。
10 平方米不到的电动车，麻雀
虽小，五脏俱全，不仅桌椅齐全，还
有电视机、书报架、医药箱、简易缝
纫机等便民设施。
村民沈安华一边测量血压，一
边告诉记者：
“ 不管是量血压、测血
糖，还是报销医药费等都在这一辆
车里就可以解决，感觉就像是村里
的‘一门式’，全部都可以在自家宅
基上就搞定了。”
南桥镇光明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阮伟鸿表示，村里地方大，
但是以老年人居多，户籍老年人 60
岁以上在 750 人左右，约占 35%，平
时来村里办事、卫生室看病取药都
需要走上不少路。村委会就想设立

环 评 公 示
一、建设项目基本信息
1.项目名称：
臻格生物研发生产项目
2.建设单位：
上海臻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3.环评编制单位：
上海格林曼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4.建设地点：
临港奉贤园区 E08-03A 地块
5.建设内容：
臻格生物拟投资 7.2 亿元在临港
奉贤园区 E08-03A 地块新购土地进
行“臻格生物研发生产项目”建设，主
要进行 CMO 单克隆抗体蛋白类药物
生产线及配套质检实验区域的建设，
药物种类和产量在实际生产中会根据
客户需求进行调整，但 CMO 蛋白类
药物总产量不超过 880kg/a。
二、公众意见征求的主要内容

一个流动驿站，咨询过辖区派出所
关于车辆的行驶问题，又召开了村
民大会征询建议，大家一致同意后
就着手定制了这辆服务车。
从 8 月下旬开始，这辆光明在
线沉浸办公移动服务车就开始试运
行，除了固定路线的五个站点提供
服务，村民还可以随叫随停，
有需要
1.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
年 9 月 11 日至 2020 年 9 月 18 日止）
2.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的网络链
接 ： https://xxgk.eic.sh.cn/jsp/view/
eiaReportList.jsp
3.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链接：
https://xxgk.eic.sh.cn/jsp/view/
eiaReportList.jsp
4.环境影响报告书纸质查阅点：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
新片区新杨公路 860 号 6 幢一层、一层
夹层及二层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联 系 人：梁先生
邮寄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新杨公路 860 号 6
幢一层、
一层夹层及二层
联系电话：15618961863
电 子 邮 箱 ：ken.liang@zgbiotech.
com
传
真：021-6811 8860

的村民可以提前预约。小小一辆
车，不仅有文明宣传、政策咨询、资
料收取、信访接待、来奉人口信息登
记等，村里的医生还会提供血压测
量等简单问诊服务。不仅如此，志
愿者活动间隙小憩及茶水供应，不
定期提供磨刀等便民服务等已经摆
上了议程。

在这里，他们重获健康与笑容
——来自上海仁杰护理院的温馨故事

□通讯员 钱 薇
今年 6 月 6 日，奉贤区第二福
利院所属上海仁杰护理院正式运
营，到目前为止已经收治了 25 位老
人病患，在这里他们重获健康与笑
容，重拾信心与希望。在仁杰护理
院，每位病人都能得到专业、温馨
的个体化治疗，在综合医疗护理服
务中早日康复，提高生命质量，快
乐地享受晚年生活。
“动一下脚看看呢！”听到护士
和康复师的话以后，马之远老伯微
微动了一下右脚，这是患者入住仁
杰护理院两个星期左右时的状态。
“大约在十天前，能自主动一动脚
了，他就特别开心。”当时马之远的
老伴说，丈夫 6 月 22 日入住上海仁
杰护理院，
看着他一点一点地进步，
她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感激之情。
马之远老伯刚入院的时候，情
绪很低落，由于刚进行完髋关节置
换手术，需要长期卧床静养，长时
间的卧床不免会使人精神萎靡，再
加上老人又患有肺癌、脑梗、高血
压、糖尿病等并发症，情绪容易不
稳定，虽然家属常来看望，但仍旧
需要一定的生活护理和心理护理。
刚入院时可能还不适应新的
环境，出现了些许应激反应，老人
不能自主排尿，经过医生护士每日
查房及护理，很快拔除了导尿管，
老人也增加不少信心，平时吃的也
多些了，医护人员平时看到他还打
趣说：爷爷，您住在这还养胖些了
呢！康复期间马之远能得到医护
人员的肯定和鼓励，这让他高兴之
余，
更加坚定了康复的信念。
髋关节置换术在老年人中并不
算少见，
老人不慎摔倒后，
由于岁数

大了几乎都有骨质疏松，而摔倒后
的着力点一般也都在髋关节。老年
人骨折后因为需要长期卧床，如果
术后不进行康复运动就容易造成
肌肉萎缩，再次下地走路就非常困
难。每天早上的护理查房时，护士
都会提醒和鼓励老人一点点地增
加肌肉训练，从一开始的脚在床上
平移，到慢慢在床边缘坐起，再到
能坐在轮椅上，最近马之远在有外
力辅助的情况下可以自己慢慢走
路了，老人的情绪也有了极大地改
变，
开始和医生护士有说有笑。
吴静芳老人是仁杰护理院开
院以来入住的第二位老人，老人患
有帕金森综合征、
糖尿病、
高血压等
多种疾病。刚入院时老人精神极度
亢奋，
时常白天夜间不停胡言乱语，
管床护工只能对老人更加重视。
由于入院前老人在家中卧床
五年，老人的肌肉已严重萎缩，护
士每天遵医嘱给老人进行多处破
损皮肤的消毒及换药，刚开始给她
换药时就需要半个小时甚至更久，
每次要弯腰拿棉球深入伤口和压
疮 内 ，老 人 的 感 知 能 力 也 有 所 下
降，换药时她也感觉不到疼痛，即
便在常人看来非常的疼，但她还是
那样全然无知地躺着，经过了一个
月的不懈换药和红外线治疗，老人
脚踝部的结痂自行脱落，长出了新
的皮肤。
悉心的照料，专业的护理，让
入住护理院的老人们再一次感受
到了家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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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进行防空警报试鸣的通告
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的国
防观念和民防意识，检验本市防
空警报设施的完好率和鸣放防空
警报的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防空法》
《上海市防空警报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定于今年
９月 19 日（全民国防教育日）本市
进行防空警报试鸣。现将有关事
项通告如下：
一、
防空警报试鸣的时间
９月 19 日（星期六）上午 11
时 35 分至 11 时 58 分。
二、
防空警报试鸣的范围
全市范围（除浦东、虹桥国际
机场地区外）。

三、
防空警报试鸣的形式
11 时 35 分至 38 分，试鸣预先
警报，鸣 36 秒、停 24 秒，反复３遍
为１个周期，
时间３分钟。
11 时 45 分至 48 分，试鸣空袭
警报，鸣６秒、停６秒，反复 15 遍
为１个周期，
时间３分钟。
11 时 55 分至 58 分，试鸣解除
警报，长鸣３分钟。
在试鸣防空警报的同时，通
过市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上海电
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上海人民广
播电台交通频率和手机短信等，
发布防空警报信息。
四、
防空警报试鸣的组织

防空警报试鸣工作，由市民
防办负责组织实施。
防空警报试鸣前，请各新闻
单位及地铁、公交、相关公共信息
发布载体进行广泛宣传，各区组
织开展相关宣传并落实防空演练
预案。
防空警报试鸣时，由各区结
合疫情防控要求，组织城镇居民
进行防空演练。
防空警报试鸣期间，请各部
门、单位和广大市民、过往人员积
极配合，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秩序。
2020 年 9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