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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边收割，边

打捆，回收的秸秆还能“变废为宝”成为

饲料。最近，宣桥镇建军家庭农场试用

“割稻神器”，农场主金建军对这台新机

器赞不绝口。

新机器叫“秸秆收割打捆一体机”，

乍一看，与一般的收割机没啥两样，不

同的是，它能在收割稻穗、脱粒的同时，

把秸秆捆成长约 1 米、宽约 0.5 米的“草

包”，一捆捆地从机器里吐出。

这台收割机由上海孚祥生态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制，总经理李应超介

绍，一体机收割效率和传统收割机一

样，都是每小时收割 5 亩地左右，但与传

统的收割、拢草、捡拾打捆等分开操作

相比，降低了秸秆收集的人工消耗，还

能避免对土地二次辗压，具有作业高

效、秸秆清洁度高、损失率低、节能环保

等优点。

金建军的家庭农场土地规模约 300
亩，每年的秸秆处理都是让他头疼的问

题，不仅要花钱请人将秸秆打碎后还田，

而且秸秆在田里腐烂得很慢，影响下茬

种植。金建军算了笔账：传统收割机作

业的费用约 80 元/亩，同等条件下，收割

及打捆一体化作业收费约 50元/亩，秸秆

由公司带走，每亩节约收割成本 30元，还

可节省后面秸秆还田的费用。

李应超介绍，秸秆被打包后，他们会

对秸秆喷洒乳酸菌，随后被收集运输至

储藏处，集中使用包膜机将秸秆包膜密

封后进行青贮发酵。添加的乳酸菌能在

纤维素酶的协同作用下，较好地将秸秆

水解后的还原糖类转化为乳酸，提高秸

秆饲料的营养成分和适口性，很受奶牛

场的欢迎。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研

究员徐富荣表示，青贮饲料最受反刍动

物喜欢，是重要的优质粗饲料来源。秸

秆饲料化，关键在于收割后应迅速完成

收集、包膜、青贮发酵。“秸秆收割打捆

一体化作业”提供了技术环节的保障，

非常适合在沪郊地区推广应用。

据了解，这是“秸秆收割打捆一体

机”在上海地区的首次亮相。该产品实

现了秸秆再生利用。李应超打算与沪郊

粮食种植合作社、家庭农场展开合作，

让利农民，靠秸秆销售实现利润。

宣桥镇家庭农场试用“割稻神器”
能在脱粒的同时打捆秸秆 实现再生利用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潘

嘉琪）近日，万祥镇 2017年度志愿服务

表彰暨公益联合捐主题活动在学雷锋广

场举行，吸引了 500多名居民群众前来

参与，当天共筹得善款1.8万元。

当天，活动现场分设爱心义卖、爱心

义诊、便民服务、政策咨询、爱心摄影、志

愿者风采展等7个主题区域。爱心义卖

区里人头攒动，镇各部门单位、社区群

众、爱心人士等纷纷慷慨解囊，最终共募

得善款近 1.8 万元，这些善款将用于助

困、助医、助学、助老、助残等。在便民服

务区里，志愿者们为居民提供理发、磨

刀、缝补衣服、修伞、磨剪刀、写对联等服

务。在爱心义诊区，来自社区的医护志

愿者耐心为居民量血压、测血糖等，而爱

心摄影摊位前则排起了长龙，大家纷纷

在爱心墙下留影。

活动中，万祥镇对 2017年度优秀志

愿服务项目、优秀志愿服务组织者、优秀

志愿者进行了表彰。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严

成程）近日，“学习贯彻十九大，志愿服务

我先行”主题志愿活动在泥城镇雷锋广

场举行。来自镇文明办、稳定办、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社区志愿服务中心等单位

的多支志愿者团队和社区志愿者们为居

民们提供各式各样的志愿服务。

除了理发、量血压、磨剪刀等“一站

式”便民服务外，现场还开设了法律咨

询、环保公益、养生知识宣讲等摊位。平

安志愿者身穿黄马甲，在雷锋广场上发

起了“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说‘不’”宣誓

签名活动，镇稳定办还在现场竖起禁毒

宣传展板和横幅，为社区居民讲解禁毒

防艾知识，派发宣传折页。

当天，树立在雷锋广场上的14幅宣

传展板记录了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以

来，泥城镇机关、各事业单位、集体单位

和村居基层主动学习、积极宣传、认真贯

彻的事迹，现场还有志愿者为大家讲解

十九大新政策、新举措。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近日，洋泾街

道在891公益坊举行了主题为“志在洋泾

愿牵你我”的国际志愿者日活动，并表彰

了社区十佳优秀志愿者与志愿集体。

据了解，十佳志愿者包括建立浦东

第一家“户外职工驿站”的艾明，推进洋

泾百场健康面对面讲座的金慧清以及将

第二轻工业学校学生志愿者带入社区的

陆丽敏等。

本报讯（见习记者 沈馨艺 通讯

员 罗冉芳）日前，以“志愿者，金杨因你

而美”为主题的党员志愿服务活动在金

杨新村街道博达生活广场举行。本次活

动由金杨社区党建服务中心与金杨社区

志愿者协会共同举办，社区内上海世纪

星幼稚园、中煤地质、燃气三所等 10多

家单位党组织、党员志愿者和志愿服务

积极分子参加其中，为周边居民提供了

各式便捷服务。

活动现场，医疗咨询服务、血压测

量、口腔和眼科检查、法律咨询、红娘工

作室、幼儿教育咨询、安全知识普及等便

民服务项目都受到了不少居民的欢迎。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曾经单调平

凡的临街广场也能成为趣味盎然的居民

活动空间。日前，陆家嘴双拥广场完成

“缤纷社区”行动改造，重新与居民见面，

太阳能凉亭、简易攀爬墙等设施令居民

耳目一新，吸引了大把人气。

陆家嘴双拥广场位于松林路东侧，

占地超过 1000 平方米。由于场地单调

平凡，缺少休息场所与照明设施，每当夜

幕降临，这里就鲜有居民光顾。

为此，在“缤纷社区”行动中，原本

“平铺直叙”的广场上设立了多个附带座

椅的小花坛，增加了居民的休息位置，广

场右侧的绿化中也开辟了一条观景小

道，吸引居民与绿叶红花亲密接触。值

得注意的是，观景小道旁搭建了一座太

阳能凉亭，这是一个包含复合桌椅、照明

等设施的综合体，顶部铺设太阳能板，利

用太阳能发电提供照明，为居民休憩、阅

读带来方便。

此外，为了吸引儿童，广场内侧搭建

了简易攀爬墙、树皮坑等游玩设施。其

中简易攀爬墙利用了原有的墙壁，在保

证安全的前提下给儿童带来攀岩体验；

树皮坑则类似沙坑，由树皮铺成，可供小

朋友玩耍。

如今，陆家嘴双拥广场人气激增，已

经成为周边居民跳舞、遛娃的好去处。“我

们相信通过‘缤纷社区’改造，更多原本被

忽视的空间会获得新生，成为居民身边的

休闲地标。”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光秃秃的草

坪，遍布碎石、垃圾的绿化带，破损碎裂

的花坛……斗转星移间，浦东许多居民

区内原本光鲜靓丽的植物逐渐留下了时

间的痕迹。在塘桥街道上海市园林街道

的创建工作中，这类败景得到了清理与

修复，让创建工作真正造福百姓。

怡东花园小区是一个商品房小区，

建成至今16年，小区内许多绿化设施早

已没了往日的整洁。此次塘桥在创建园

林街道工作中提出要整体提升社区环

境，给小区绿化带来了“重生”的机会。

在这次改造中，小区外围墙、西门景

观大道、大草坪等区域都得到了翻新。

其中，小区长达1300米、共有273个花池

的外围墙是一大重点，由于多年疏于管

理，围墙墙体多有破损，栏杆锈迹斑斑，

花池中则藏匿了许多建筑垃圾及残败枯

死的植物。

改造工程中，物业保洁工与社区志

愿者一起出动，清理花池中的垃圾、枯死

植物，并修复了破损墙体，重新涂刷栏

杆。同时，绿化工人对围墙内侧的银杏

树的枯枝、弱枝进行了修剪。这次还对

花池中缺损的绿化进行补种，茶梅、毛杜

鹃、海桐、蔷薇……多种植物让花池重焕

生机。

塘桥街道在园林街道创建工作中提

出要发挥居民绿化自治组织的作用，引

导广大居民共同参与绿化建设。在怡东

花园的工程中，小区绿化小组从改造方

案拟定之初就参与其中，征集居民意

见。“小区不是原始森林，应在保持绿化

度的前提下融入艺术元素，建设良好的

园艺环境。”小组负责人称。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750 克，一

斤半”“550克，一斤一两”……昨天下午1
点多钟，本该是生意低谷时段的上钢集

贸市场却显得非常热闹，原来这里正在

举行2017浦东新区“上钢杯”集贸市场经

营服务技能大比武的决赛。

随着不同的重量要求从总裁判的口

中报出，参赛选手或用手抓蔬菜，或用勺

盛赤豆，或用刀切猪肉……比比谁的重

量误差最小。参赛选手们来自上钢新

村、周家渡、南码头、塘桥、东明、浦兴、洋

泾、潍坊、沪东9个街道，凭借各自多年在

集贸市场经营的经验，在决赛现场一展

身手。

本次决赛共设 6个单项，分别是：蔬

菜类“一把准”，南北货、半成品类“一勺

准”，水果、豆制品类“一袋准”，河鲜、海

鲜类“一抓准”，肉类“一刀准”，“扎大闸

蟹”竞速。比赛根据计量准度和花费时

间综合评选出前三名。

赛后，不少经营户纷纷表示，他们都

来自不同地方，这样的活动为他们提供

了交流经验、切磋技艺的平台。

来自安徽的吴明星在巨野路栖山市

场经营多年，在昨天的肉类“一刀准”项

目中，以距离 1000 克的要求仅相差 5 克

的成绩胜出。“主要还是经验，比如根据

猪肉的厚薄来下刀。”他表示，这次发挥

还不算太好，“平日里一刀下去，份量会

更准。”

市场管理方表示，通过竞赛，有助于

商户信誉与示范商户的营业额得到提

升。

据了解，“上钢杯”集贸市场经营服

务技能比武此前已举办了 5届。由于受

到众多经营户的欢迎，该项目被列入新

区总工会十大品牌劳动竞赛之一。

与往届不同，今年的技能大比武新

增了网络互动环节，除了市场经营户参

赛，更多的居民可通过“幸福上钢”微信

公众号参与知识竞答，扩大了劳动竞赛

的覆盖面和受益面。

上钢新村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随

着上钢新村街道深入推进“家门口”服务

体系建设，通过劳动竞赛推选出一批“服

务明星”，本着“诚心、贴心、责任心”的服

务理念，让广大居民群众在“家门口”就

享受到优质、便捷、满意的服务，这也是

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的一项重要举措。

同时，也让“工匠精神”深入人心，成为广

大市场经营户的价值追求。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昨天，为期

1个多月的航头镇第八届全民健身运动

会暨文化艺术节在航头镇文化中心落下

帷幕。

自10月下旬以来，围绕“金色起航·
鹤立潮头”的主题，航头镇组织开展了乒

乓球、羽毛球、拔河比赛等 12项全民健

身运动项目，打造了“鹤之律”社区舞蹈

大赛、“鹤之恋”家庭才艺大赛等 8大系

列 16 场赛事，共吸引了近 70 家单位的

2000 多名体育爱好者和文艺骨干以及

近 3万居民参与此次活动，在全镇范围

内营造了“重在参与、重在交流、重在快

乐”的浓厚氛围。

闭幕式上，航头镇对在此次活动中

取得优异成绩的沉香村等10家单位、谈

建红等137人予以表彰。

比比看谁的卖菜功夫最好
新区“上钢杯”集贸市场经营服务技能大比武决赛举行

航头镇文化艺术节闭幕

陆家嘴双拥广场
完成“缤纷”改造

创建上海园林街道
塘桥社区环境提升

万祥镇公益联合捐
服务群众献爱心

泥城镇开展
志愿活动

金杨党员
公益服务添彩社区

洋泾表彰
社区志愿者

“一刀准”项目中，一名参赛选手正按抽签重量下刀切肉。 □见习记者 郑峰 摄

演员们在航头镇第八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文化艺术节闭幕式上表演舞蹈《鹤缘航头》。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