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何 芹/文并摄

近日,柘林镇华亭村今年新引
进种植的杜瓜，迎来了首度丰收。和
一般种在田地里的不同，华亭村的
这些杜瓜都是种在林地之间，与林
地原有的树木同生共长。
新品种原是村民们的“老相识”

记者来到华亭村的杜瓜种植基
地里，一片林地之间，乍一看还不容
易找不到杜瓜的踪影。而俯下身进
入林地，则是别有洞天。大大小小的
杜瓜悬挂在一人高左右的架子上，
不少杜瓜果实已经渐渐由绿色变为
黄色。里面忙碌着的工作人员，则正
在将变色成熟的杜瓜采摘下来。今
年 68 岁的村民曹仙华是里面的一
位采摘人员，对于家门口新种植的
杜瓜，一点也不觉得陌生。

“以前本地也有人家种一点的，
但是结的杜瓜很小，这里种的大多
了。”说起杜瓜的吃法，曹仙华如数
家珍，“杜瓜籽可以炒着吃，杜瓜皮
可以煎水，止咳嗽的。杜瓜根磨成的
粉就是杜瓜粉，以前村里的老人一直
说吃了杜瓜粉好的，可以入药的。”

在种植基地的一处晾晒场上，
晾晒着已经由机器加工取出的杜瓜
籽。晒干之后的杜瓜籽，比一般的西
瓜籽大一点，经过晾晒，颜色会渐渐
由黑色变成灰褐色。炒制之后，就成
了目前市场上很受欢迎的瓜蒌籽。
实际上，这种杜瓜籽，晒干之后，也
可以直接生吃，还自带一股清香。

据介绍，整个杜瓜采摘期从10
月下旬开始，将持续到12月上旬。
林下经济探索迈出村集体增收新路子

华亭村今年开始规模种植的杜

瓜，是中清生态
农业发展（上海）
有限公司从安徽
潜山引进的“瓜
蒌”品种，由浙江
清华大学长三角
研究院提供种植
技术支持，较原
来本地品种个头
更大、产量更高。
目前在柘林共有
100 亩的种植面
积，主要是种在
防护林与公益林
的下面，今年林下种植的杜瓜籽亩
产可以达到5、600斤左右。

据介绍，除了种植本身的产值
收益，林下种植对林地本身也有减
少管理成本而加强养护的作用，“我
们种瓜蒌，会施一些有机肥、为林地
除去杂草，树木本身会吸收一部分
肥料，这也是对树林的一种养护。我
们在林下种植了，就有人管理，管理
就对树林有个保护。”中清生态农业
发展（上海）有限公司瓜蒌基地负责
人李绍圣介绍道。

据了解，柘林镇现已建成防护
林 5000 亩、公益林 7000 亩，部分
林地实际上是由村民土地流转改
建。在土地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
下，如何壮大村集体收入，也成了
摆在柘林镇不少村集体眼前的难
题。在亩均流转费用的基础上，为
探索农民增收新路子，进一步吸纳
本地富余劳动力，柘林镇初探林下
经济模式，即在原有防护林、公益
林的基础上，引进适合林地生长的
经济作物。

以华亭村种植的杜瓜为例，除
了日常的养护种植人员，目前每天
还可以吸纳 10 个左右的本地村民
参与采摘，高峰时期同时采摘的则
有 5、60 人左右。下一步，基地还将
进一步加大深加工，开发杜瓜的药
用价值，提高亩均产值。

“在林下经济探索的过程中，我
们对引进的第三方，有两个基本要
求，一是做好林地防火工作，另外就
是要求在不破坏林地的基础上，还
要把林地管理得更好。”柘林镇农业
服务中心负责人夏如铁介绍道，除
了杜瓜，未来还会引进一切适合林
下种植的中草药等。

当然，种植还只是林下经济的
第一步，基于林下种植，集生态、旅
游、研发、文化、服务为一体的生态
农业区也在探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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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傅潇瑶

与城市相比，农作物垃圾是农
村地区湿垃圾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是秸秆类垃圾，不仅本身韧性
强不易腐烂，数量也有很多。如果
任其进入城市的湿垃圾处置系统，
就很容易造成设备损坏。如今，这
个难题在奉贤区已经基本得到解
决，他们是怎么办到的？近日，记
者与区绿化市容局的工作人员一
起到庄行镇一探究竟。

初冬清晨，在庄行镇渔沥村，
空气中还带着初冬的丝丝冷意，
勤劳的农民们已经开始收拾土地
了。村民金耀章也在自家田地里
忙活着，他正在把散落的枯叶秸
秆整齐地堆放起来，等待稍后统
一处理。“现在要种麦子、种蔬菜
了，要先把地里的芦粟、杂草弄
干净。”

在过去，这样残留在地里的农
作物垃圾都是由村民们就地焚烧
处理或者堆在宅前屋后。现在，村
里特意购置了一台大功率移动式
的农作物垃圾粉碎设备。只要一
个电话，机器就会开到田边，将农
作物垃圾粉碎后就地滋养附近的
林地。这样既保护了村里生态环
境的安全卫生，也方便了村民们及
时分类处理农作物垃圾。

渔沥村党总支书记孙晓告诉
记者，这一台机器的处理量日均 4
吨左右，是目前全镇乃至全区最先
引进的大功率可移动粉碎设备。

“我们村里大约 600 户居民都有处
理农作物垃圾的需求，这一台机器
基本上就可以全部满足。”

除了就地粉碎还田，秸秆类的
农作物垃圾还有另一种常见的处
理方式，就是堆肥发酵。芦泾村的
农作物处置站就是采用堆肥发酵
的方式。据工作人员介绍，这里
每周可以处置 30 多吨农作物垃
圾，一年的处理量可达到 1800 多
吨。经过三、四个月的发酵，这
些熟成的绿色肥料就可以用在全
村 285 亩梨园和村民的田间地头
了。芦泾村农作物处置站负责人
邵玉冠还特意在处置站门前开辟
了一片小巧的花田和菜园，专门
使用这种绿色肥料种植有机时
蔬。“这种肥料最大的作用就是松
土松根，肥力也比较长，农作物吃
起来也没有副作用。”

据区绿化市容局的工作人员
介绍，目前全区已经实现了居住
区、单位、公共场所和农村地区生
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农村地区已经
基 本 实 现 了“ 农 作 物 垃 圾 不 出
村”。“接下来，我们将结合目前实
际情况对处置工艺进行提升改造，
推广好的经验做法，继续加大对农
村垃圾分类的宣传引导，为奉贤生
态文明和乡村振兴建设筑牢生态
环境基础。”

□记者 邵毓琪

近日，奉贤公安分局柘林派
出所内“住”进了一位特殊的小

“客人”。只见这位小“客人”全
身都是刺，像个黄褐色的仙人
球，安静地蜷缩在笼中，时不时
扬头用鼻子这里闻闻，那里嗅
嗅，一双黑溜溜小眼珠咕噜噜转
动着，萌宠极了。

原来这位小客人是一只小刺
猬。近日，柘林派出所民警陆剑
杰在辖区驱车巡逻过程中，忽见
一团黑影从车前穿过，民警急忙

踩住刹车下车查看。原本以为只
是诸如猫狗那样的小动物，没成
想居然看到全身是刺蜷缩成一团
的小刺猬。民警仔细观察了下小
刺猬，发现它的后腿略有擦伤，
便在车内找来了塑料袋小心翼翼
地将它带回到了派出所安置，并且
找来了一些水果、蔬菜，好吃好喝
招待着。

听到派出所内住进了一名“稀
客”，工作之余大家纷纷凑上前来
一睹小可爱的真容，并轮流照料着
它的“起居”，经过大家两天的悉心
照料，小刺猬的脚伤已经养好。民

警也通过联系区野保站问询小刺
猬的归宿问题。

据了解，刺猬属于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一般昼伏夜出，以昆虫和
蠕虫为主要食物，栖息于开垦地、
灌木林或草丛等。在野保站同志
的建议下，民警最终将小刺猬放归
到了大自然。

警方提醒：野生动物有其特殊
的生活习性，不适合家庭伺养。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相关规定，在没有相关许可和
批准的前提下，养殖、买卖受保护
的野生动物属于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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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区深化“作风建设落实年”
服务对象评议科室活动10月份评议结果公示

夜巡路遇“小可爱”依依放归大自然

柘林地产杜瓜迎来丰收

林下经济鼓起农民“钱袋子”
从源头减量

奉贤区农作物垃圾处理不出村

西渡街道雷锋精神传习馆落成开馆西渡街道雷锋精神传习馆落成开馆
11月6日，“传榜样力量 话使命担当”新时代雷锋精神传习馆暨“四史”学习教育点在西渡街道金港村举行揭牌

仪式。西渡街道通过成立教育点，将持续推进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大力弘扬雷锋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
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 （许 晴/摄 记者 乔 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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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 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