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顾莉

娜）连日来，申城高温不断，在公交环卫共

建“爱心接力站”——大桥四线调度室里，

公交人与环卫人的友谊也在一份小小的

盒饭中“升温”。

这天，环卫工人王师傅在结束了上午

忙碌工作后，像往常一样来到大桥四线双

桥路调度室，准备歇一歇，吃过午饭再工

作。但当他打开冰箱取出寄存的饭盒时，

却一不小心失手把饭盒掉在地上，现场一

片狼藉。王师傅顿时慌了神。这时，大桥

四线班组长徐海强正好结束营运回到调

度室。看到这一幕，徐海强立刻从冰箱里

取出自己预留的晚饭，加热后递到王师傅

手上。王师傅连连摆手，不肯收下。但徐

海强说：“天太热，你们的工作太辛苦，不

吃午饭可不行。”

见王师傅继续推辞，徐海强说：“你们

平日里把我们的站点打扫得特别干净，给

我们和乘客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顿饭，

就算我感谢你的。”考虑到家住得很远，不

便再回去吃饭，在徐海强的坚持下，王师

傅收下了这份有“爱”的午餐。

2015年底，上海市绿化市容行业工会

向全社会发出倡议，创设“爱心接力站”，为

环卫工人送上一份实实在在的关爱。在金

高公交设立的爱心接力站中，像徐海强和

王师傅之间的故事还有很多。据了解，大

桥四线调度室不仅把能为环卫工人提供的

便捷服务一一标明，而且还安排专人负责

日常接待、服务工作。为环卫工人提供一

杯水、一把椅子，让他们歇一歇，平凡的小

举动，传递了对他们工作的认可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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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章磊 通讯员 陆混天

炎炎夏日，约 400平方米的一个“小

农场”里，丝瓜、生菜、米苋、青椒等各类

时令蔬菜长势正旺。但这个小农场，不

在农村，而在“城里”，管理者也不是农

民，而是小区里动迁居民组成的志愿者

队伍。

这个名为“凌趣”的小农场，位于高

桥镇凌桥社区浦凌佳苑小区，也是高桥

镇“缤纷社区”建设中的创新之举——借

助“小农场”，不仅解决了“毁绿种菜”问

题，还留存了动迁居民的“田园梦”。

记者在“凌趣农场”看到，小小的一

块田地，不仅有青椒、生菜、空心菜、米

苋、黄瓜、丝瓜、南瓜、毛豆，还有豇豆、地

瓜甚至向日葵、红秋葵、花生和苦瓜……

高低错落，有爬藤的，有开花的，五花八

门，一片生机。

为什么小区里会有这么一块菜地？

浦凌佳苑小区负责人说，这其实源于“毁

绿种菜”。小区居民多为动迁户，不少人

来自农村，他们对土地依然留恋，住上了

电梯房，依然会在小区里兜兜转转，想着

找块田种点什么，有的干脆就把门口的

绿化刨了，种上鸡毛菜。

是堵还是疏？经过多次实地调查和

听取居民意见，“疏”最终成为解决问题

的最佳方案。怎么疏？小区东侧正好有

一块闲置的地，何不调动“种田人”的力

量，索性让大家去种个开心？取名“凌

趣”，意思就是要打造成浦凌佳苑里有趣

有用的一块小天地。

这也成为浦凌佳苑小区自治共治建

设中的一个项目，农场没有专门的看护

者，日常的种植、维护等都由志愿者承

担。而这支志愿者队伍，大部分都是小

区里的动迁农民。

今年夏天，“凌趣农场”迎来了大丰

收。志愿者们采摘了蔬菜，居委工作人

员挑拣分袋，随后送给了小区里90岁以

上的老人、60岁以上独居老人等。

黄阿姨是浦凌佳苑的独居老人，收

到居委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一道送来的新

鲜蔬菜后，激动地连说谢谢：“没想到还

能吃上小区里种植的蔬菜。”

“凌趣农场”的作用，还将进一步扩

大。据浦凌佳苑居委工作人员介绍，下

一步，居委还将尝试把农场融入“家门

口”服务，例如在暑假，邀请小区里的小

朋友们和家长一起来体验农耕，分享收

获、赠予的喜悦。

既解决“毁绿种菜”难题 又留存动迁居民“田园梦”

凌桥社区里有个“趣味农场”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施国

标）至亲、至孝、至爱。在书院镇佳家乐敬

老院的门头上，写着这样 6个字。院长朱

正芳常对护理员工说：“对待入住老人要

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让他们感受到家

一样的温暖。”

朱正芳是一位女企业家，早年在市区

经营茶楼生意，她的茶楼布置雅致，服务

到位，曾多次被指定为市级重大活动的接

待点。彼时的她就有一颗敬老之心，常常

到家乡敬老院看望老人、捐献爱心。

回归故里后，朱正芳创建了佳家乐敬

老院。建院十多年，她用一颗真心对待入

院老人，并推行科技养老、文化养老、田园

养老的理念，让老年人活得快乐、活出健

康。

敬老院内配备了信息操作功能室、文

化活动室、多功能会议厅。朱正芳经常邀

请专家前来，为老人开设有关养老养身的

专题讲座，举行书法培训。有时候，敬老

院内也会举办员工技能竞赛、演讲等活

动，丰富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敬老院内还有一个小农场。只见一

块偌大的田园，种满蔬菜与瓜果。平日

里，老人想吃瓜果，随时能到这里采摘。

不少农村来的老人原本就对种田有情结，

扶锄在小农场，做一些轻松的农事，不仅

有利于活动筋骨，还能过把“种田瘾”，而

一些城里来的老人则可以到田园里去体

验耕种、采摘的乐趣。

之所以要推行田园养老，朱正芳说：

“老人不应该只‘困’在卧室里吃饭、睡觉，

而要过有质量的生活。”

今年下半年，敬老院将启动各功能室

与老人入住房间改造项目，对周边的绿化

环境进行重新设计布置。朱正芳请来了

设计公司专门设计改造方案。效果图上，

除了升级院内基础设施，还将绿化环境进

行重点改造。她介绍，要把这里打造成为

一个室内舒适温馨、室外鸟语花香的滨海

养老新天地。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杨浩

澜）近日，一女子溺水，危急关头，书院镇

四灶村村民朱海军出手相助，把该女子救

上了岸。

当天下午1时许，一名女子突然跳入

书院镇三三马路港，与其随行的阿婆立即

大声呼救。恰逢此时，朱海军驱车经过，听

到呼救声，他立即停车飞奔至岸边，发现有

人坠河后，一跃跳入河中，向该女子游去。

三三马路港因前段时间冲刷过河底淤

泥，水位较深，能没过一个成年人的头顶。

朱海军不顾危险，快速游到河中央，一把抓

住该女子，奋力向岸边游去。十来分钟后，

终于将落水女子托到了岸边。围观群众拨

打了120急救热线，把溺水女子送到了附近

的医院。目前，该女子身体已无大碍。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王敏

华）一桩险情，牵出了小区居民守望相助

的邻里深情。近日，家住大团镇永辉花苑

小区的居民高小芳家突发火情，危急时

刻，何国飞等一众邻居合力救火，在小区

里传为一段佳话。

事发当晚 10点 45分，高小芳正躺在

空调房里看电视，只听见外面一声巨响，

一道红光出现在她家围墙内的阳台边。

火势顺势引燃了围墙内的藤椅、书桌柜、

晾晒的衣服等易燃物品，正向内屋窗台及

二楼蔓延。屋内住着高小芳及她行动不

便的姐姐。看到突如其来的火势，高小芳

连忙从床上跳起，赤着脚跑到阳台扑火，

并大声呼救。

听到呼喊声，周边不少居民纷纷跑出

家门看个究竟。此时，家住三楼的何国飞

正在看球赛。他听见貌似鞭炮的噼里啪啦

的声音，转头又看见楼下阳台火光盈盈，猜

想可能出事了，便连忙跑下楼。与他住一

个小区的弟弟何国兴，和他的徒弟吴小兵

也来到了着火点。此时，大火逐渐向外向

上蔓延，现场浓烟滚滚，能见度极低。

闻讯赶来查看情况的众人都没来得

及携带灭火设备。何国飞连忙找人叫了

居民组长拿来两个灭火器，随后奋不顾身

地第一个冲进火场。“当时根本没有时间

去想，第一反应就是去救火，而且一定要

把火扑灭。”何国飞说。

向着窗外翻卷的火舌迅速地被灭火

器喷出的干粉所吞噬，但由于火势过猛，

高温的热辐射将阳台边上的玻璃烤爆裂，

发出震耳的爆炸声。何国飞的手臂也被

飞溅的易燃品灼烧。他忍着疼痛一边灭

火，一边高声安慰高小芳和她姐姐，让她

们不要急，待在屋内，大家已经帮忙拨打

110和119了。

面对继续蔓延的火势，居民组长连忙

从附近的文化中心又取来6个灭火器，何

国兴、吴小兵等二话不说，加入到灭火的

队伍中。由于着急，吴小兵翻到西面围墙

上，不慎被围墙上的玻璃片刮破了手，但

依然坚持留在现场控制火情。随后，陆续

赶来的宋快乐、陈华辉等小区居民也纷纷

相助。在大家齐心协力下，大火在119赶

来前被扑灭了。

当晚，高小芳的双手、脸、脚都有不同

程度的烫伤，她被立即送往了瑞金医院进

行治疗，被诊断为疱疹性烫伤，幸无大碍。

由于在灭火的过程中吸入了过多的

浓烟和干粉，何国飞兄弟俩的喉咙至今

沙哑说不出话，手上和腿上也都烫出血

泡，但大家都对能及时控制住火情感到

欣慰。

■本报记者 赵天予

对不少快递小哥、家政服务员、餐厅

服务员而言，工会似乎离他们很“远”。近

日，周家渡街道围绕“建会、维权、服务”三

个关键词，推出一系列提升联合工会功能

的措施，让更多职工能够受益。

在快递、家政、餐饮等行业，由于企业

以私营为主、规模较小、员工流动性较大

等原因，往往不能做到每家企业独立建立

工会，只能以联合工会覆盖建会的方式开

展工会工作。但是，周家渡街道在大调研

中发现，联合工会在开展工作中也存在不

少问题。

例如云莲一居民区联合工会下辖小微

企业20余家，但是联合工会没有专职的工

会干事，也没有运转资金，企业想找人办事

往往困难重重；有的企业工会主席由企业

员工兼任，他们有本职工作要忙，很难抽出

时间为员工提供细致的工会服务。

与此同时，一些新成立的企业和年轻

职工对工会“一知半解”，例如一家金融业

的小微企业，其职工年龄基本都在 30岁

以下，大家不仅不了解工会的性质和作

用，甚至对工会这一名词也十分陌生，对

于加入工会组织更是兴趣索然。

针对企业建会、职工服务、工会经费

使用等问题，周家渡街道总工会围绕“建

会、维权和服务”这三个关键词，推出一系

列解决措施。

最近一段时间，街道总工会依据《工会

法》等法律法规，对企业开展宣传工作，并依

据企业所处行业和经营情况等，指导企业

个性化开展建会工作，做到一企业一方案。

在完成建会后，街道总工会要求各工

会以维权为核心，切实保障职工利益，做

好职工的娘家人。由于快递、家政、餐饮

等行业职工流动性大，难以签订劳动合

同，工会依法开展集体协商后，与企业签

订了集体劳动合同，以此保护职工利益。

此外，工会还积极融入“家门口”服务体

系建设，完善街道职工服务总站、楼宇职工

服务站、户外职工驿站的职工服务体系，成

立联合工会职工服务站点。这些站点投入

使用后，能够为职工提供“网格化”的服务。

为了推动非公企业工会主席积极履

职，街道总工会指导建立了岗位津贴制度，

通过完善的考评激励机制，激发非公企业

工会主席的积极性、荣誉感，增强其岗位责

任感。街道总工会还建立了工会经费补贴

会员机制，缓解工会资金问题。

聚焦“建会、维权、服务”三个关键词

周家渡“联合工会”心系职工做好服务

居民家中突发火情
热心邻居齐心扑灭

书院好人勇救落水者

如亲人般对待每一位老人
——记佳家乐敬老院院长朱正芳

公交调度室里有环卫工人的温馨港湾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随着爱心暑

托班的“开学”，如何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

全、快乐的假期？近日，惠南镇团委、城管

等多个单位及部门联手，在防范宣传、巡

逻巡查、警力配置、联系联防四个方面加

强安保工作，为孩子们的快乐暑期撑起

“保护伞”。

在爱心暑托班启动前期的安保工作会

议上，镇团委介绍了爱心暑托班的基本情况，

包括办班期数、规模、队伍配备、餐饮、应急对

接等，此外镇团委还负责做好安全宣传，引导

志愿者配合家长做好学生接送工作。

爱心暑托班开班期间，城管中队、交

警中队、惠南派出所、镇实验学校等都将

化身孩子们的“守护者”。城管巡逻队将

加强日常巡逻，将学校两侧作为重点，安

排人员定期巡查。惠南派出所安排两名

民警，负责维持上、下学期间治安。交警

中队安排 1名交警，负责维持上、下学高

峰期间秩序，保证交通畅通，同时派两名

特保驻守，并配齐对讲机、盾牌等装备。

同时，各部门联合安排成立应急队伍，

应对突发状况，确保突发情况能立即到岗，

并对监控设施落实专人进行日常维护。

为快乐暑期撑起“保护伞”
惠南镇加强爱心暑托班安保工作

农场日常的种植、维护等都由志愿者承担。 □曹晓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