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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申·社区

人民监督员为
检察工作“一键助力”

□通讯员 黄检宣

自高检院去年下半年出台
《人民检察院办案活动接受人
民监督员监督的规定》以来,黄
浦区检察院积极贯彻落实相关
工作要求，并出台了具体实施
细则。

共邀请人民监督员 10 余
人次，对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
拟不起诉公开审查等进行监
督。

为什么说人民监督员可以
为检察工作按下“助力键”呢？
因为在人民监督员充分履行监
督职责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
规范检察办案活动，提升检察
工作质效和司法公信力，对检
察官释法说理的情理化提出了
更高要求，这就是“一键助力”
的效果。

通过人民监督员的全程监
督和发表意见，不仅进一步确
保了检察机关正确规范履行检
察职能，防止权力滥用，而且有
利于促进社会矛盾化解和社会
关系修复，起到良好的社会效
果。

今后，黄浦区检察院将采
取更主动、开放的态度，加大人
民监督员制度的实施力度，来
进一步保障人民群众对检察工
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
监督权。

【视点】聊起周浦老街东八灶，八十高龄的冯

瑞兴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童年，他说那时的水乡江

南多雨潮湿，临近东海，固有垒大灶熏熬制盐的传

统，有三灶，五灶、七灶、八灶等，灶址便成了地名，

随着东海岸线延伸，滩涂远离了盐场，曾经兴旺的

盐业市场也逐渐消失，但各灶的地名却被保留了下

来……说到此处，老冯凝神望向窗外，仿佛望见了

那些曾经滩涂上的蟛蜞和自己的青葱岁月。

潜心创作初心不改 笔耕周浦岁月变迁
一位扎根家乡“土作家”的诗意人生

□通讯员 施国标 记者 王平

诗歌诠释“笔耕人生”
冯瑞兴是土生土长的周浦人，

早年当过兵，后在政府机关工作，
年轻时就乐于文字创作并涉猎广
泛，诗歌、散文、歌词等多有佳作，
从 17 岁开始发表诗文作品，《萌
芽》、《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上
海词刊》等报纸杂志早年间都刊登
过他的作品。军旅生涯不仅锻练
出了他硬朗的身板，还丰富了他的
创作源泉，不久前他的诗歌选集

《龙腾情韵》正式出版，为他多年的
创作生涯又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冯瑞兴因从小爱好诗文而坚

持创作到现在，如今早已过了该
乐享晚年的年龄，却依然笔耕不
辍，用文字歌颂着家乡的美、歌颂
着祖国山水的美、歌颂军营的
美。在创作中，冯端兴的作品往
往是能触景生情的，笔触既伸向
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更多的触及
到普通的凡人小事、社区生活、一
草一木，使他的作品充满着现实
主义的生命力，有血有肉，让人回
味无穷。他的词作“女焊工”入选
上海民歌选，散文“爬山虎礼赞”
入选上海市六年级语文课本教
材，歌曲“采菱情歌”获上海市文
艺汇演二等奖，“江桥抒怀”获当
代老年诗歌大赛一等奖，部分作

品入选“中国老年艺术经典全集”
和“中华老年艺术宝典”……

曾在五六十年代红遍大江南
北的《戴花要戴大红花》知名民歌
词作者王森先生得知冯瑞兴又有
新书出版后特地前来祝贺。他与
冯瑞兴是老朋友，年轻时曾在一
起创作歌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他佩服冯瑞兴几十年来坚持笔耕
不辍，不断地有新作出现，是一匹
难得的业余诗文创作老马，王老
先生还当场拿出了珍藏几十年的
小报刊物，吟诵了当年冯瑞兴充
满感情的旧作，觉得仍有挥不去
的感人滋味。

倾心传承“周浦记忆”
在老冯的创作生涯中，最核

心的元素还是离不开家乡周浦。
在他的“话说古镇周浦”一文中，
详细记录了周浦曾经十多条河流
走向和72座石桥的名称，还有众
多古楼、古庙、古宅的历史风貌，
是十分珍贵的史料参考。他笔下
的周浦是石库门建筑和沿街门面

相互交错，路中有街、街中有弄、
弄中有巷，沿街店铺大街小巷商
店紧密相连的“浦东第一镇”。

老冯说周浦自古极为重视教
育，早年间他在此求学、上私塾时
都是免费的，他还有幸在此拜访
过大教育家、百岁诗人苏局仙老
人，并获赠老人的勉励诗歌。

老冯说周浦自古商贸繁荣，
曾经中药行、木行、竹行、盐行遍
布街区角落，商贾云集。

老冯说周浦自古交通便捷、
水系发达，如今更是有80多条公
交、两条轨交线路穿镇而过，交通
要道，地理重镇名副其实。

老冯说他如今每次路过“周
浦小上海”地标，那条巨大的鎏金
鲤鱼出水跳跃的雕塑时都会驻足
停留，那个紫红方座大理石上刻
上的“周道致广，浦汇澧溪”八个
大字深深地烙进了他的血液之
中，久久挥之不去。

这是他眼中的家乡，也是如
今“小上海”最美的模样。

□通讯员 陈志强 记者 王平

近日，浦东新区惠南文学社
几位文友开展探访老建筑活动。

沿着人民东路向西，文学社
一行来到惠南镇新华路的街口，
一幢幢颇具特色的老建筑映入眼
帘。新华路是一条拥有深厚的
文化底蕴的弄堂，苕溪别墅、
潘氏宅、马氏宅三处老建筑，
秦砖汉瓦传统与中西合璧古建筑
交相辉映，浸透着历史沧桑人文
气息。

首先来到了新华路25号，这
是一栋具有江南传统民居特色的
老建筑，墙上一块铭牌写的是“浦
东新区文物保护点·惠南苕溪别
墅”。里面是一个古老高大的石
库门，正门门额上有阳刻的“苕溪
别墅”四个白色大字，右侧小字为

“壬申春”，由此推算这房子应建
造于1932年。

走进石库门，门楣上弧形浮
雕花纹和几何形的图案显得端庄
秀丽。沿着木楼梯拾级而上，二
楼有木回廊，回廊里侧分布着6间
房子。蓝天映照出一个正方形的

轮廓，典型的江南四合院。据房
子对面的一位老伯说，在沿街门
口上方门额上，过去还有”逸庐”
两字。在抗日战争时期，这幢房
子曾被日军强占成了一个“慰安
所”。大家认为这是当年日军侵
略中国的一个罪证，可以利用遗
址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接着来到新华路 21 号马氏
宅，这是一栋一正两厢平房，坐北
向南，砖木结构，硬山灰瓦顶。临
街院墙半圆拱卷石库仪门，仪门
内半坡屋顶，仪门上方一块门额
上刻有“长发其祥”字样，墙上一
块铭牌写着“浦东新区文物保护
点·惠南马氏宅”。

据介绍，“长发其祥”出自诗
经，《诗经·商颂·长发》有：“濬哲
惟商，长发其祥”，意思是希望能
够长久发达兴旺。马家祖籍南
京，曾是一名小有名气的律师。
清道光年间，在经历了一次重大
变故后，马家始迁祖携妻带儿逃
亡海隅一角的浦东惠南，并用随
身细软买下该宅，在此繁衍生
息。据此算来，该宅已有 200 余
年。在抗战时期，在日军侵华时

期，马氏宅曾被日军闯入强占，有
价值的文物掠夺一空。

继续往南走约50米，大家来
到了新华路8号，一栋气势恢宏、
中西合璧的老建筑矗立在眼前。
鹅黄色的外墙、青黑的顶瓦、门窗
上的浮雕花纹，尽显东西方文化
元素融合和历经岁月沧桑的美
感。墙上一块铭牌写着“浦东新
区文物保护单位·惠南潘氏宅”。

潘氏宅是典型的中西合璧风
格，有一种区别于其他传统古建
筑的独特气质。中间的石库门，
有拱券楣饰，门框、门楣均有精细
浮雕花饰，综合了西洋风格和中
国传统的图案。门楣上弧形卷曲
的花纹和圆形、半圆形、三角形的
花纹，装饰风格更加西化一点。
院子南面宽敞的场地上，铺有西
洋风格的马赛克。主建筑为一正
两厢两层楼房，面阔五间近30米，
进深20余米，二楼有木回廊，硬山
灰瓦顶，柱上有雕花，格扇门窗，
窗楣用三角形山花装饰，尽显当
年营造者的匠心巧运。

房檐、窗户、柱子、护栏等构
件都有木雕，镂刻有瑞云、荷花、

牡丹、灵芝、鸟雀等，精美雅致。
木栏中间一块椭圆形木雕，上面
雕刻着微型山水盆景图案，古色
古香，令人赏心悦目。

据王阿婆说，一家在这里已
经居住了40多年，但一直不知道
建造这幢豪宅的主人是谁。无论
是史料、地方志记载，还是房管部
门的登记资料中，潘氏宅都只有
主人的姓而没有主人的名。

关于房主人究竟是谁，至今
猜测纷纭，其中一种猜测是大家
普遍认同的：这幢房子是国民党
高官所建，建房时无需到场。建
成后，房主人因在外地做官，无暇
归来居住，解放时高官又随国民
党一起去了台湾。因此，从房子
始建到落成，他一直都没来过。

潘氏宅的主人虽然没有露过
面，但是这幢房屋却从未闲置。
1949年前，国民党南汇县党部就
设在这里。50年代初，中共南汇
县委员会和南汇县人民政府也曾
一度驻于此地。如今，100 多年
过去了，经过政府部门修缮的潘
氏宅，重新绽放出属于其自有的
光彩。

探访惠南新华路老建筑探访惠南新华路老建筑 感受历史沧桑与人文气息感受历史沧桑与人文气息

万祥镇开展
消防逃生疏散演练

□通讯员 周旭

天气渐热，火灾频发。为
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万祥镇消委办牵头联合镇
派出所、安监所、房办、城运办
和各居委，开展逃生疏散演练
暨基层消防技能培训活动，对
各楼道组长进行消防技能培
训，以形成一股“家门口”的应
急救援力量，建立起流动的微
型消防站，进一步提升该镇应
急处置能力。

近日，馨苑居委南广场比
以往都热闹了一些，6 个居委
会的党政负责人、安全干部和
楼道组长集中在一起学习掌握
消防安全技能，为组建一支家
门口的应急救援队伍做准备。

本次活动分为知识讲解、
逃生疏散演练、灭火技能培训、
考核验收和消防设备发放五个
环节。消防民警先为大家详细
讲解了逃生自救、灭火器材的
使用、火灾扑救的要领等消防
知识，然后让大家在现场进行
逃生疏散演练和模拟灭火，确
保每一个楼道组长都能掌握基
本逃生和灭火技能，并增强处
理突发事件过程中的协调配合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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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钢新村街道居民自主参与空地微改造
“睦邻花园”让社区鸟语花香

□通讯员 杨晓瑛 蔡丽萍

这几天，上钢街道德州五村
志愿者李国明又“相中”了居委会
旁边的一处花坛，打算将它重新
布置一番，为小区再添一个小花
园。在德州五村，大大小小的“睦
邻花园”已有5处，这里成了居民
参与社区自治的最美平台。

德州五村小区内一个垃圾厢
房后面有一座小花园，大理石铺
成的步道曲径通幽，两侧草坪绿
意盎然，花园里“散落”着各式盆
景各色花卉，还点缀了不少变废
为宝的趣味装置，6个四方花坛有
自己的编号，由社区居民志愿者

“包干”轮流打扫。居民杨桂英的
家就正对着小花园，她感慨道：

“以前这里脏乱差，我常年都不敢
开窗，如今这里变成了美丽的花
园，小区的生活环境大变样。”

原来，这处近200平方米的空

地原先长期荒废，杂草丛生、蚊蝇
滋生，经过多次整改却顽疾难
除。2017 年，借着小区垃圾厢房
改造，居委决定对这块空地着手
进行整改。然而，最初的改造方
案虽美观却只能远看，居民反响
寥寥。居委立即转换思路，鼓励
居民自主参与到花园的改造中
来。在小区自治团体睦邻议事厅
的推动下，居民区通过申请街道

“睦邻基金”居民自治特色项目，
开启了小花园的改造之旅。经过
改造，美丽的花园逐渐成型，越来
越多的居民愿意走出家门、走进
花园。隔年，这片空地又进行了
二期改造，不少居民将自家的花
卉、装饰品捐出来布置花园，很多
年轻居民和小朋友也积极参与，
社区周边群星职校的学生也参与
了墙体彩绘设计……

随着居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
动，社区的“睦邻花园”也变得越来

越多。2018年，通过拆违，居委会
对面一座1楼半高的旧仓库被拆
除。在小区居委会、睦邻议事厅、
居民们的共同参与下，这里变身成
为社区内最大的一处“睦邻花园”。

如今，德州五村里散落着多
个大大小小的“睦邻花园”，越来
越多的居民加入了打理花园的志

愿队伍。最近，浦东在创建第六
届全国文明城区，德州五村也行
动起来，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居委
会主任龚璐表示，将继续发动居
民积极参与清洁家园行动，并通
过“睦邻花园”等居民自治项目，
美化社区环境，打造大家共同的
温馨家园。

浦东惠南文学社举行
笔会研讨乡土文学作品

他们从乡间走来，带来了洋
溢着泥土芳香的文学作品。5月
18日，浦东新区惠南文学社举行
2020第三次笔会，研讨兀凰小说
集《我去远方找你》和施国标散文
集《问书看院》。

研讨会上，兀凰（笔名）介绍
了热爱文学、创作小说的体会。
兀凰是一位爱好文学的 90 后青
年，前年加入惠南文学社后，受作
家们的启发指导，先后创作了中
篇小说《影子爱人》短篇小说《傻
三儿》《烈日下的她》《戏子》等文
学作品，她的小说构思巧妙，文笔
流畅。《我去远方找你》是兀凰新
创作的一部反映浦东农村现实生
活题材的中篇小说，由上海文艺
出版社出版。农家妇女的勤劳忠
厚善良，农村建房中的矛盾冲突，
农家后代的不幸遭遇，展开了一
段不同寻常的情感画卷。以一种
不知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的模
糊色彩描绘出了一段令人唏嘘的
母子情深而惨遭灭顶之灾的悲
剧。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姚海洪认
为，兀凰笔下的人物形象鲜明，比
如《傻三儿》中的傻三儿，《影子爱
人》的男女主角胡云静和毕教官，
塑造得很成功。故事生动曲折，

《影子爱人》从二人相识、相爱到
第一个男朋友因为准婆婆的不满
意——门不当户不对，制造错案
使二人离开，到女主角为了还第
一个男朋友家的债，那是因为父
亲治病等欠下的。到后来男女主
角相遇，重新燃起爱情之火。文
笔流畅优美，更重要的是她还结
合了作品人物的此时此地的状
况、境地进行烘托性地描写。

作家钱坤忠说，这是一部悲
情小说，作者用丰富的内容和生
动的情节，塑造了一位热爱生命、
心地善良、又有孩童般纯洁心灵
的普通女子，也塑造了一位有血
有肉的平凡母亲。作者在小说中
运用烘托、对比、借景抒情等手
段，使人物形象不断丰富饱满。
作者也从人物的性格角度出发，
从侧面，艺术性地鞭挞了农村的
包办婚姻、造房中邻里矛盾突出、
赌博、封建思想残余等现象。

严志明、潘颂德、今音、池波、
何国胜等作家、评论家及文学爱
好者分别对兀凰小说作了评述。
大家认为，兀凰的小说中的郝佳
佳的命运令人扼腕叹息，同时也
提出了一个道德教育的问题。如
何加强道德教育，如何妥善处理
并化解这些生活中的矛盾，如何
疏导心理残缺的少年？这就是小
说留给读者思考的问题。

“坚守文学梦，凝聚会员，出
作品，出人才。”惠南文学社社长
姚海洪说，惠南文学社的宗旨是
立足惠南、辐射浦东、服务惠南、
闪光浦东，配合惠南镇党委政府
的工作，积极开展文学创作活
动。成立 3 年来，先后组织文学
笔会 30 次，进行诗歌、散文、小
说、报告文学等作品写作，先后举
办了“惠南杯”迎国庆、颂成就诗
文大赛，编辑出版《青春惠南——

“惠南杯”诗文大赛作品选》、《惠
南文学》杂志 3 期，釆访编写《惠
南精神——不放弃》《惠南精神
——再出发》《惠南精神——抗疫
纪实》3部报告文学集，还深入村
居社区开展红色主题、坚定文化
自信、乡情乡愁主题讲座，共巡回
宣讲了 100多堂课。作家和会员
创作成果丰硕，共创作出版长篇
小说、散文集、诗歌集20部。

通讯员 陈志强

□通讯员 汤妙兴

从 5 月 18 日起一周内，金山
区漕泾镇在专业队伍、专用机械
和药物等充分准备的基础上，突
击开展以扑灭美国白蛾为重点的
林木喷药防治。据漕泾镇绿化市
容所党支部书记兼副所长熊辉介
绍，这次药物防治对象除全镇
9200亩防护林、生态林外，还包括
对各村组“四旁”绿化及果林，防
治全部选用“高效、低毒”药物，果
林则采用果蔬药物防治，对居民
的生活安全环境不会造成影响。

森林病虫灾害被称为“无烟
的森林火灾”，其中，美国白蛾是

典型的多食性害虫，适应性强，繁
殖量大，具有暴食性，将寄主植物
叶片全部吃光，并啃食树皮，从而
削弱了树木的抗害、抗逆能力，严
重影响林木生长。据国家有关部
门考查，今年已在全国 13 个省
（市、自治区）598个县（区）发生。

漕泾镇高度重视这次大面积
对林木喷药防治工作，镇领导和
相关部门多次深入到新龙泉港一
期防护林等林地检查美国白蛾监
测防控情况，召开全镇性防治工
作部署会，并从今年4月初，镇绿
化市容所和养护公司根据林地面
积、可能发生程度，分别在林田面
积较集中的护塘村、增丰村、东海

村林地安装了十个美国白蛾性诱
捕器和一台测报灯，固定人员每
天进行巡查，查看白蛾发生及危
害状况。还组建了33支美国白蛾
监测小组，划片包干，查看各自负
责范围内美国白蛾存在的状况，
实行“零报告”制度，建立了较为
完善的公益林和防护林美国白蛾
监测体系。

同时，抓紧进行机械和药物
的准备，根据树木长高长大的实
际，新购买了 16 台射程高远的担
架式喷药机和 58 台喷雾机，还对
操作工人进行技术培训，配置防
护服、防护面具和防护手套，以及
农用人力三轮车、电动三轮车 30

台等设施。药剂方面，镇绿化市
容所在区林业站的帮助下储备了
297箱美国白蛾防治药剂，养护单
位自购119箱，为扑灭美国白蛾第
一代幼虫作好充分准备。

各村居在使用药物防治前，
通过多种形式告知居民群众，得
到社会各层面的配合和支持。水
库村近年来绿化覆盖率迅速增
加，药物防治任务较重。村委会
除了发挥绿化养护队积极作用
外，还印发宣传资料，向村民告知
为什么用药扑灭美国白蛾、村民
应该如何主动配合、林下果蔬如
何安全使用等安全知识，确保防
治工作顺利进行。

金山区漕泾镇突击对万亩林木喷药防治美国白蛾金山区漕泾镇突击对万亩林木喷药防治美国白蛾

□通讯员 王洪

浦东新区三林现代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在传承三林崩瓜栽培技
艺进程中，创新思路传承非遗技
艺，今年在浦东新世纪小学和三
林中学的校园开辟崩瓜栽培园，

同时开设三林崩瓜非遗传承课
程，传播辅导三林崩瓜非遗栽培
技艺，得到学生的极大兴趣和广
泛参与。

图为三林现代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经理陈志峰（左一）正在校园
指导学生非遗技艺的情景。

创新思路传承非遗技艺创新思路传承非遗技艺

□通讯员 秦有喜

5 月 14 日，浦兴社区摄影沙
龙团队一群摄影追梦人结伴而
行，前往浙江长兴美丽乡村采
风。山青水秀的长兴乡村吸引着
摄影追梦人，忙拿出“长枪短

炮”相机，拍下许多精彩瞬间定
格在相机中。摄影追梦人田老师
高兴地说：抗疫情后美丽乡村正
在逐步恢复开放，我们是首次走
出宅家走进美丽乡村，体验了一
把抗疫情后生活意趣和快乐摄
影。

美丽乡村采风乐美丽乡村采风乐

□通讯员 朱秀芳 王菊萍

日前，一外来男性因上腹疼
痛7小时来到奉贤头桥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全科门诊就诊，接诊陶
花医生详细询问后，高度怀疑心
梗，即刻安排患者做心电图检查，
经过检查确诊为急性前间壁+前
壁心肌梗死的心电图改变，医生

立即将信息上传胸痛中心，拨打
120急救电话，同时给予患者顿服
阿司匹林等。经过有效救治，病
人症状有所缓解，可结账支付药
费时患者家属所带钱不够，参与
救治的徐芳医生见状自掏了腰包
为患者付了医药费，并将患者送
上120急救车。

为让病患得到及时救治为让病患得到及时救治
医生自掏腰包为其付费医生自掏腰包为其付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