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连明 通讯员 王英

在3个月前，这里地面坑坑洼
洼，高低不平，下雨天积水相当严
重，车辆乱停放影响行人通行。随
着快递业务不断增加，存放处的绿
化被踩踏受损，村居民群众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

今年以来，像这样明显的变化
在丽水湾出现了很多，其根本动因
是居民区党总支组织创建“红网格”
党建新品牌，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
带头作用，从而有力地推进了“美丽
家园、和美楼组”建设。

“红网格”党建引领
创新管理服务模式
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办公室墙

上挂着两张图：一张是丽水湾平面
图，用颜色标有3个大标段、16个大
网格。另一张是新华村环境整治
图。原来，丽水湾居民区是由原新
华村、陈行村、烟墩村实施农村宅基
地置换而成立的一个村改居小区，
村民虽然镇保了，但仍保留着新华
村建制，是个老村民和新居民相结
合的特殊小区。据总支书记盛浩强
介绍小区共有2060户村居民，其中
1000 户是动迁户，1060 户是外来
户，居住的村居民均有房产证，一方
面是农民“洗脚上楼”，另一方面是

来自各地的“纯居民户”，给居委会
的管理服务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挑
战。

从今年年初开始，党总支以社
区服务与居民自治为工作主线，以
党建为抓手，创立了“红网格”党建
服务村居民管理新模式，把284个
楼道分成三大标段、16个网格，由
居委会党政班子人员担任一级网格
长，由党员代表担任二级网格长，由
16 名村、居民代表担任三级网格
员，分级分区域进行管理。同时，把
180 多名党员安排到各个网格之
中，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并提出了
15分钟党员服务村居民群众的工
作目标，这样就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基层党
建工作体系，积极带领村居民群众
共同参与网格化社会治理和美丽家
园、和美楼组创建活动。楼道堆物
是小区管理的一大顽症，尤其是动
迁户舍不得丢弃旧农具、旧家具等
物品。7号网格党员志愿者曹品芳
一方面挨户上门做宣传工作，一方
面腾出自家的车库，让村居民暂时
存放各种旧物品，使这些村居民深
受感动。

马上办、协商办、联合办
为民服务事项快落实
该居委会党总支还形成了一套

涉及安全类、环保类等事项马上办、
涉及共治类、矛盾类等问题协商办、
涉及物业类、整治类等事项联合办
的工作模式，从而使党建引领网格
化管理的各项为民服务工作真正落
到实处，受到了村居民群众的一致
好评。

丽水湾居民区占地 30 万平方
米，确保小区村居民安全，是一件
头等大事。为此，党总支在16个
网格内都建立了党员志愿者巡查制
度，通过巡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
解决问题。今年以来，已先后解决
了涉及楼道安全、车库通道安全、
道路塌陷等70多个点位存在的问
题。有的村居民为了抄近路，把小
区二号门通往三号门之间的铁篱笆
破了个洞，经党员巡查发现后，居
委会立刻补栏整修，可是没过多久
又被破了。网格党员在议事会讨论
会上建议干脆在这里开扇门，安装
电子门锁，既方便村居民出行，又
可确保安全。党总支及时采纳这一
建议，马上安排施工安装，受到了
居住在这里的村居民的欢迎和好
评。

小区 35 号有一居民因在公共
用地上的私制晾衣杆，与另一户居
民发生了矛盾，而该居民也在公共
用地上栽种盆景，相互各不相让，

吵着来居委会评理。居委会党总支
与司法所律师志愿者、小区物业一
起做工作。调委会还特意为这两户
居民播放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
《六尺巷的故事》短片，劝大家各
退一步海阔天空，最终使矛盾得到
了化解。事后，居委会党总支组织
党员志愿者拆除了一批影响小区环
境的晾衣杆，同时又更换和增加了
60 根晾衣杆，方便村居民晾衣晒
被。

网格党员在巡查中还发现有的
村居民把自家车库改为灶间，并安
置使用液化气钢瓶，经统计使用者
多达70户，共有90只液化气钢瓶。
由于车库空间小，通风又差，使用者
多数又是年迈的村居民，存在着较
大的安全隐患。今年2月，该居委
会会同镇安监队、派出所消防负责
人等，召开联席会议，联合现场办
公，先由网格内党员上门宣传做工
作，发放安全告知书，再联系有关部
门落实上门回收液化气钢瓶政策，
换气站负责现场退还钢瓶押金。对
个别有特殊困难的村居民，由乡贤
赠送了电炒锅。

经过共同努力，丽水湾居民区
的99幢楼、284个楼道已整建制成
功创建“宜居小区、和美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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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庄行镇丽

水湾居民区，村居民

都竖起大拇指称赞党

总支、居委会又为百

姓办了一件好事实

事。然而在 3 个月

前，这里还存在着种

种管理难题，让村居

民着急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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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记者 施勰赟 摄/记者 夏常青

走进新陆村，最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栽种整齐、高大挺拔的杉树大
道。走进杉树大道就来到了上海
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域，在这里，
每一口空气都带着甜味。干净整
洁的水泥路旁，二十四节气幻化成
一幅幅趣味横生的民俗画，妆点着
白墙黑瓦的文化墙，向世人展示了
农耕文化的精髓与乡村的古韵，让
人不禁放慢了脚步。静谧是新陆
村给人的第一印象。

新陆村位于罗泾镇东北部，西
接塘湾、洋桥村，东邻长江，南靠花
红村，北与江苏太仓市浏河镇交
界，可谓是上海的北大门。没有
工业的嘈杂，新陆村静得可以听
到鸟语，闻到花香。目前，生态
农业作为新陆村发展的主要方
向，依托高标准蔬菜基地628亩，
新陆村新建高标准蔬菜大棚百余
个，引进市级龙头农业企业上海
景瑞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
建设成为集休闲、旅游、观光、
采摘与一体的农业体验园的美丽
乡村新模式。

关停工业企业
向生态农业转型
在油菜花开的季节，新陆村的

道路两旁偶尔可见小片的油菜花
田，这是春日乡村独有的趣味。
而吸引着城市人到新陆村“打
卡”的，不仅仅是这一片片油菜
花田，还有一大片绚丽难得的蓝紫
色花海。

这片蓝紫色花海原来是水泥
厂的租赁地，由于这里属于上海市
二级水资源保护区，2010年开始，
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新陆村陆续
开展全村企业关停工作。水泥厂
完成拆迁，土地经修整复垦后，在
去年撒上了二月兰的种子，今年春
天，这里便成为了网红蓝紫色花
海。

像水泥厂这样关停的企业还
有很多，截至2016年，全村19家企
业已全部关停拆除。企业关停后，
如何不影响村级经济，保障村民的
生活水平稳步提升？新陆村两委
另辟蹊径，决定发展生态农业，将
生态农业与观光农旅相结合，打好
生态牌，将生态与经济深入融合发
展。2017年起，新陆村完成了“村

经镇管”同时作出产业转型。目
前，新陆村依托高标准蔬菜基地
628亩，新建了高标准蔬菜大棚百
余个，引进市级龙头农业企业上海
景瑞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打造
现代化、集休闲、旅游、观光、采摘
于一体的农业体验园。景瑞农业
的入驻可为村级集体经济带来
97. 2万元/年的收入，弥补村厂房
租赁收入的缺口，同时还能提升村
级环境，吸收本地劳动力。

目前，新陆村的田园生态旅游
经济已初现雏形。新陆村正计划
将过去跃龙化工厂搬迁后的土地
修整，将这片200多亩的闲置土地
进一步打造成为湿地公园，与景瑞
农业基地的蔬果采摘相结合，提升
亲子旅游、团建活动的乐趣。

深挖乡村内涵
传承民俗文化
罗泾地处长江水源保护地，空

气清新，生产的“宝农34”大米屡获
金奖，而以“宝农34”大米为主材料
加工而成的四喜风糕也是代代相
传，不负盛名。

为了更好地传承这一民俗文
化，新陆村村委会根据村民习惯，
在原新陆村辗米厂原址上进行了
原貌翻建，改造成为新陆村民俗
馆。民俗馆内记录了新陆村的历
史和一部分人物志，同时也是宝山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喜风糕
的传承点。白色围墙上绘制了四
喜风糕的制作工序，让人一进门就
能被这一当地特产吸引。

新建的民俗馆中陈列着农耕
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传统农具，大到
木质的捣米机、播种机、插秧机，小
到各式米斗、糕点篮应有尽有。独

具罗泾特色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十字挑花手工制品也在其
中得以陈列。民俗馆作为罗泾四
喜风糕的传承点，还有四喜风糕的
制作室。制作室内悬挂着四喜风
糕的民俗知识，同时陈列着制作风
糕的各式模具，这里时常会开展四
喜风糕的非遗小课堂，今后也将成
为新陆村农业旅游中一道独特的
风景线。

为了方便周围村民碾米，名俗
馆保留了过去用于碾米的全套设
备，村民们可以随时上门加工大米。

同时，新陆村还依托传统节
日、重大节庆和民间文化资源开展
文体活动，挖掘村内文体人才，组
建广场舞文艺团队，积极参与各类
赛事演出，每年承办乡村大舞台文
艺演出，鼓励村民积极参加罗泾镇

“优美庭院”评选、十字挑花、市民
运动会等活动，有效提升村民的整
体素质。

优化公共配置
提升生态环境
为了更好地服务村民，新陆村

在美丽乡村建设初期就聘请专业
设计团队，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听取
村民意见，按照“科学规划，分布实
施”的原则，整合新陆村环境资源，
优化乡村公共配置、促进农业科技
化发展，进一步提升田林水大生态

空间，打通多条“断头路、断头河”，
改善村民生活水平和农村面貌。
形成了“一心、两轴、四片”的空间
结构。同时，通过规划规范了建设
项目及村民建房报批、报建手续。

新陆村两委还对村民关注度
高的停车点、健身点、休闲点进行
改造，合理规划配置公共区域土地
资源，增设公共停车场所，解决村
内停车难问题；进一步改善人居环
境，提高村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对村内原有健身点进行翻新改造，
新建休闲点，打造村民休闲活动的
理想场所。对卫生室、老年活动
室、图书室和老旧村民健身点改造
翻新，成立沪剧社，形成区域亮点，
宣传弘扬沪剧文化，不定期开展村
民们喜闻乐见的沪剧表演。

与此同时，对中小河道两侧6
米线内违章搭建逐步拆除，清除村
民私设渔网，打捞河道垃圾。重点
抓好主要道路沿线、河道沟渠、公
共地块、村民宅前屋后的环境整
洁、绿化美化和规范“三小园”管
理，新增绿化面积10500平方米。
如今的新陆村水清岸绿、景色宜
人，村容村貌有了显著提升，村民
满意度高。

今后，新陆村还将不断优化生
态环境，将生态与经济挂钩，与乡
村旅游同发展，打造上海北大门的
生态农旅新亮点。

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

容。当“生态村组·和美宅基”创建成为奉贤8万

农户的“美丽乡村·美丽约定”自觉行动，“守护家

园”正激发村民的自治管理意识和就业劳动意

愿。奉贤区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突出问题导向、需

求导向、效果导向，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和社会共治

的力量，激活农村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

奉贤区的乡村治理奉贤区的乡村治理““三部曲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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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隆拖拉机声成白鹭集结号

□卢连明 王英

在奉贤全区生态种养结合面积最多
的上海谷滿香粮食专业合作社，已到处是
一派春耕的繁忙景象。尤其引人注目的
是在已灌了水的稻田里，随着拖拉机隆隆
的作业声，一群群白鹭也围着“铁牛”在田
间觅食、戏嬉，路过的村民都十分好奇地驻
足观看这从没见过的美丽景色（见图）。合
作社理事长陈嵚崎风趣地说：“这隆隆的拖
拉机声似乎成了白鹭的集结号”。

去年年底，经市农委批准，该合作社
新增水稻水产种养结合面积230亩，总计
达到283亩。为了把这片稻田打造成现
代农业示范基地、农业新科技示范基地、
生态种养示范基地，该合作社全部种上了
红花草和蚕豆绿肥，4月中旬开始，就安排
拖拉机连续作业耕翻、晒土。为了便于机
械化作业和田间管理，合作社把原来只有
五六亩的小田块，经过推土作业，变成了
30亩左右的大田块。从“五一”劳动节开
始，又放弃休息，安排拖拉机开展带水平

整作业。
据陈嵚崎介绍，按照这片生态种养结

合稻田的不同需求，已施精制有机肥每亩
1吨、碳菌肽素每亩125公斤、蚯蚓肥每亩
50公斤、活性微生物菌剂每亩40公斤。
这些有机肥的使用，不但可以取代化肥，
还对改良土壤、提高大米品质发挥重要作
用。在上级有关农业部门的支持帮助下，
今年，该合作社又添置了15台套新型农
机具。市农科院有关部门也将对接支持
该合作社有效开展生态种养结合试验。

本市试点粮食作物收入
综合保障保险

乡村振兴要做好
分布式能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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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业”结缘的
90后海归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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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罗泾镇新陆村：

产业转型 文化提振 上海北大门绽放生态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