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施勰赟

如何延长鲜食农产品的保鲜
期？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包上保鲜
膜，放进冰箱。殊不知保鲜膜并非

“锁鲜”神器，冰箱也不是食物保鲜
的“保险箱”，若保存方式不正确，并
不比常温保存更妥当。

在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有这样
一支团队，致力于农产品保鲜与加
工等方面研究，为丰富市民“菜篮
子”，充实农民“钱袋子”努力。

“锁鲜”增加30天
减少绿叶菜损耗保障供应

“很多人会发现，买回家还很新
鲜的绿叶菜，放冰箱没多久就坏
了。或是有的菜表面看起来还挺新
鲜，剥开来里面却已经腐坏了。这
都是储存的方法不对造成的。”乔勇
进是市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中心
的研究员，本职工作以外，他经常进
社区宣讲，给市民科普“保鲜”知

识。而更多时候，他奔波于沪郊各
个农业生产基地，提高基地贮藏能
力。

在他看来，采后贮藏水平是农
产品质量提升的重要一环，能减少
农产品损耗，让农户获得更多收益。

“从保鲜技术角度来讲，把不同
品种的蔬菜、水果储存在一起是极
不专业，也不利保鲜。但从实用角
度来看，却又十分必要。”乔勇进介
绍 ，过去，不少生产基地虽然建设
了冷库，却因为贮藏效果不佳并没
有好好利用。“就像很多市民喜欢把
买来的各类鲜食一股脑塞进冰箱一
样，生产基地也习惯将叶菜收割后
直接堆放在冷库中。但其实对于叶
菜而言，失绿腐坏有时比高温更加
快。一棵菜从新鲜到腐坏最快只要
几小时。”他解释道，蔬菜尤其是叶
菜，需要水分也需要氧气。以生菜
为例，由于叶片含水量高且很薄，在
表面叶片严重失水的情况下，表面
叶片并不会立即腐坏，但会缩水形

成一张包裹住内里菜叶的薄膜，让
内部菜叶无法“呼吸”，排不出湿热，
最终导致整颗菜由内里开始腐烂。

“这就解释了为何有的菜表面看起
来还算新鲜，里面却先烂了的原
因。”

不同叶菜对贮藏的要求不同，
团队需要寻求平衡，找到适用于大
多数叶菜的贮藏方法。而同一冷库
中，在设置温度恒定的情况下，不同
区域的温度也不尽相同。这就需要
团队的研究人员针对每一个生产基
地的冷库进行反复试验，划分出不
同温区，辅佐人工手段加以干预。

针对不同叶菜的特性，如何堆
放、运输也十分讲究。尤其像杭白
菜类叶片脆、含水高的叶菜，运输不
当也会增加“伤口”，影响后期蔬菜
的鲜度。“农产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都潜伏风险，稍有疏忽都会造成贮
藏效果大打折扣。通常我们会从采
收前一周就加以管理，一方面保障
产品安全，另一方面也避免叶菜在
采收、运输环节风险的‘潜入’或‘提
升。”

为了在贮藏环节减缓绿叶菜
“失水”，团队想到了给叶菜加透气
保湿包装，在小型冷库中加湿、在大
型冷库中搭建保湿帐篷，增加湿冷
空风循环等方法来减缓叶菜失水、
提高环境温度湿度均一度，延长保
鲜时间。

通过团队多年研究，已明确青
菜、杭白菜、鸡毛菜、生菜、草头、菠
菜等多种地产蔬菜品种收获期生理
生态学特性，明确了相关采收标准
与采收技术，从而形成了相应的技
术标准和SOP文件。目前，在冷库
贮藏、配送的条件下，绿叶菜的保鲜
期显著延长。菠菜、小白菜、杭白菜
从过去贮藏10—20天损耗30%，改

善至贮藏40天，损耗仅为8%—10%，
保鲜期延长近30天。生菜保鲜期
也达到了30天左右，经济效益提高
15%以上。在上海静捷、弘阳、星辉
等郊区核心基地应用示范，近30个
基地辐射应用。尤其在灾害天气叶
菜生产受影响的情况下，能整体延
长基地叶菜供应周期至少20天，为
叶菜保供作出贡献。

多手段保鲜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在乔勇进看来，上海消费者爱

“鲜食”，对农产品的新鲜度尤其看
重。提高“锁鲜”能力，无疑是提升
鲜食农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除了通过改善蔬菜基地冷库的
贮藏、运输水平，为绿叶菜生产保驾
护航。团队还参加了“玉米”“食用
菌”产业技术体系中保鲜加工的技
术研究工作，先后主持了国家科技
部、农业农村部、市科委、市农业农
村委科技兴农等项目30多项。除

“绿叶菜采后保鲜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外，还完成了“水蜜桃、黄桃等
果品贮藏保鲜技术研发示范”“高能
电子束在农产品保鲜中的应用技术
研究”“锦绣黄桃采后生理及保鲜技
术研究”等上海市农业农村委项目
及“食用农产品加工安全体系的关
键技术”“切割蔬菜加工流通中质量
控制关键技术及产业化”“白玉枇杷
综合防腐保鲜技术研究”等上海市
科委项目多项。

“在采后保鲜的环节，除了利
用‘冷’处理技术、臭氧技术以及气
调手段来实现物理保鲜，还可以使
用功能性保鲜膜、一些绿色、高效的
保鲜剂，或是也可通过植物源提取、
微生物源次生代谢物质来实现生物
保鲜。”乔勇进说，很多市民谈“添

加”色变，其实大可不必，选用安全、
对人体无害的化学试剂只要按照要
求规范使用，安全是有保障的，比如
很多水果在变熟的过程中会释放乙
烯，随着纸箱等小环境中的乙烯含
量不断增加，一箱水果往往会一起
成熟并快速进入腐烂期，通过增加
乙烯吸收剂就能避免这样的情况发
生。而生物保鲜则更为安全有效，
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如目前应用比
较多的那他霉素在果蔬防腐方面应
用就比较多，壳聚糖涂膜保鲜应用
范围也越来越广。

在蔬菜领域，保鲜技术有了突
破后，经过初步加工的切割菜开始
越来越受市场欢迎，提升了蔬菜的
附加值。一些蔬菜生产基地，在蔬
菜采收后，经过初步清洗、切割后，
以冷链配送的方式可直接送达餐饮
企业、食堂、中央厨房，能让蔬菜卖
得更高的价格。“切割菜伤口多伤口
大，保鲜难度就更大。 解决了保鲜
问题后，这一省时省力还能减少湿
垃圾的加工方式很受中央厨房青
睐。据了解，“鑫博海”“静捷”等企
业目前已有千余个品类的配菜半成
品供市场选择，随着市场需求的增
加品类花色品种将会不断增加，以
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目前，中心也是上海农产品保
鲜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上海市
农产品保鲜加工专业技术服务平台
承担单位，制定了绿叶菜、黄桃、葡
萄、草莓、水蜜桃、枇杷、切割蔬菜等
多项贮藏保鲜相关技术标准，获得
农产品保鲜专利技术10余项，发表
国内外学术论文120余篇。同时，
建立了50多家龙头企业、合作社和
种植大户构成的农产品保鲜技术示
范与推广基地。

□记者 施勰赟

2月18日，农历牛年首个工作
日，2021年宝山区投资促进大会暨
重大项目集中启动仪式在吴淞创新
城举行。此次大会是宝山坚决贯彻
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科
创中心主阵地建设、奋力开创“北转
型”新篇章，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
大投资促进力度的重大举措，全面
吹响了宝山加速转型蝶变、崛起赶
超的牛年“冲锋号”。

大会正式发布《宝山区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十大创新举措》，精准
推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加强

企业服务和投资促进体系建设的
10大惠企新政。同时，大会宣布30
个重大项目总投入200亿元投资落
地、集中开工，还集中表彰了中国宝
武?宝地吴淞、临港南大、快仓智能
科技等一批优秀企业，聘请了中国
互联网协会、上海市外国投资促进
中心、中保投双创基金等一批企业
为宝山区首批招商大使，以及一批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相关协会、商
会、企业负责人为首批优化营商环
境监督员。这也标志着，在牛年的
发展进程中，宝山将紧紧围绕落实

“三大任务”、强化“四大功能”，聚焦
打造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始终把

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提升城市核心功能的关键一招，
坚持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以更
加务实管用的创新举措，全力打造
更加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

为做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
近年来，从1.0版到4.0版，宝山在
优化营商环境的道路上持续加码发
力。今年，宝山更是以企业最迫切
的需求为出发点，以企业的满意度
为落脚点，从企业开办、企业经营、
企业拿地、企业竣工、扶持政策、企
业监管、跟投机制、代办服务、人才
服务、企业应用等方面精准发力，聚
焦“快、稳、准”，突出先行先试和落

地见效，以实际行动诠释宝山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创新的决心和信
心，为企业带去更多实惠和便利。

作为上海“十四五”时期市域空
间“南北转型”的重要环节，宝山坚
持以南大、吴淞为核心承载区，全力
推动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取得实质
性突破。据了解，此次投资200亿
元的30个重大项目，聚焦南大智
慧城、吴淞创新城两大重要承载
区，带动全域科创主战略加快落地
落实。

其中，位于南大地区的临港南
大一平方公里科创先行区今年要完
成投资76亿元，首期新建科创载体
27.4万平方米，充分发挥科创金融
服务、高校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和科
创企业集聚效应，把南大地区打造
成宝山乃至北上海的开放新高地、
经济增长极、城市样板间、创新创业
首选地。位于吴淞创新城两个1平
方公里先行启动区总投资135.6亿
元的吴淞科创园已开工建设，今年
要完成近百亿投资计划。通过推动
重大板块加快开发建设，将有力促
进宝山全域调整转型升级、产城融
合创新发展、新兴产业集聚发展。

此次集中开工的重大项目中，
还有一批掌握产业链核心环节、占
据价值链高端地位的优质企业。在
生物医药方面，上药康希诺疫苗生

产基地总投资4亿元，布局新冠疫
苗与溶瘤病毒生产线，其中新冠疫
苗达产后每年可生产2亿支；溶瘤
病毒是h100系列基金工程腺病毒，
国际上第一个上市的溶瘤腺病毒产
品。国盛生物医药产业园总投资
10亿元，重点培育和发展高附加值
的“生物制品、医疗器械、原创新药”
制造，导入企业总部、研发中心、高
端生产以及产业链关键环节。在智
能制造方面，宝山机器人创新港项
目总投资6.5亿元，以机器人和智能
制造为主导产业，形成上下游高端
产业集群，打造成为聚合高端优质
项目的机器人产业集聚区。

宝山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加快
打造科创中心主阵地、奋力谱写“北
转型”新篇章，是宝山贯彻落实国家
战略的重大历史使命。牛年春节后
上班第一天，召开投资促进大会，推
出优化营商环境10大惠企新政，聚
焦南大、吴淞两大区域集中开工建
设一批重大项目，就是以开局就是
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精神状态，把
全区上下的关注点、兴奋点聚焦到
推进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上来，在

“比学赶超”中砥砺责任担当、奋力
拼搏前进，展现宝山新作为、新气
象，以优异的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

□短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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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乔勇进看来，上海消费者爱“鲜食”，对农产品的新鲜度尤其看重。提高“锁鲜”能力，无疑是提升鲜食农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上海市农

业科学院，他的团队致力于农产品保鲜与加工等方面研究，为丰富市民“菜篮子”，充实农民“钱袋子”努力。

作为上海“十四五”时期市域空间“南北转型”的重要环节，宝山坚持以南大、吴淞为核心承载区，全力推动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

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投资促进力度的重大举措，全面吹响了加速转型蝶变的“冲锋号”。

保持保持““鲜嫩鲜嫩”，”，提高鲜食农产品竞争力提高鲜食农产品竞争力

市农科院团队致力农产品保鲜研究市农科院团队致力农产品保鲜研究
1010大惠企新政大惠企新政、、3030个重大项目个重大项目、、200200亿资金投入亿资金投入

宝山吹响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宝山吹响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冲锋号冲锋号””

全部清理全部清理！！全部取缔全部取缔！！

市农业农村委执法总队铁腕整治市农业农村委执法总队铁腕整治，，全面巩固长江禁捕退捕工作成果全面巩固长江禁捕退捕工作成果
□记者 郁若辰

日前，长兴岛横沙渔港码头附
近，市农业农村委执法总队取缔罚
没的长江渔具网具铺满一地。一
边，六大队的执法人员们手持剪刀
等工具对本市去年取缔的部分违规
网具进行拆解、分拣、打包和编号统
计。另一边，一辆吊车正将打包后
的一捆捆渔具运至卡车。

“发现一顶，取缔一顶，全部销
毁，不留隐患”

多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
导下，市农业农村委高度重视长江
禁捕退捕工作。去年，市、区两级农
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联合公安、海
事、水务等部门在集中整治行动中
共清理、取缔、罚没了13000余顶网
具。此前，市农业农村委执法总队
已组织各区执法大队进行过多次渔
具集中销毁活动，“基本上已经清理
完了，这次集中销毁的网具占比不
足五分之一。”

据了解，本次集中销毁的网具
主要以丝网和张网为主。“丝网和张
网主要用来捕捞刀鲚、凤鲚、鳗苗等
鱼类。”执法总队六大队相关同志介
绍，“长江禁渔是一项历史性工程，

对于长江捕捞渔具网具，我们的态
度是零容忍，这些渔具网具基本都
是在长江水域以及相关港口、码头
等地进行执法检查时查扣，现场集
中销毁方式主要以刀割为主。刀割
之后，网具也就没办法使用了。”

“每一捆网具打包后，我们都会
张贴好编号，后续我们也将对销毁
情况进一步跟踪，确保渔民没有机
会进行二次利用。”据现场统计，本
次共销毁渔具网具 2303 顶，刺网
9603米，浮子566只。执法人员表
示，“在销毁过程中，坚决不能造成
二次污染。”随后，这些渔具网具将
被集中运输至专业机构进行环保处
理，彻底转化为可回收的颗粒。

地毯式排摸，从源头清零
2020年，市农业农村委执法总

队、沿江沿海相关区农业农村委执
法大队，在坚持不间断水上巡航基
础上，加大突击检查、夜间巡航的力
度，联合公安、海事、水务等部门开
展12次集中整治行动，累计出动执
法船艇1942艘次。

“自去年长江重点水域退捕禁
捕工作开展以来，坚决以零容忍态
度重拳打击长江上海段水域非法捕
捞犯罪。”2021年，执法力度更是持

续加强。日前，崇明区执法人员在
长兴岛沿江港口等区域开展专项整
治工作时，发现了6艘躲藏于码头、
滩涂内的“三无”船舶，随即对这些
船只进行扣押。

据了解，崇明区此次执法行动
主要是针对长兴岛周边港口码头、
滩涂等区域“三无”船舶回潮反弹的
态势进行整治，以马家港、潘石港、
创建港、九龙港为重点整治区域。

“我们在巡查时发现了这6艘船，船
主都不在船上，不排除有非法捕捞
的嫌疑，当时就扣下了。”执法人员
透露，后经证实，6艘渔船为“三无”
船舶，随后将其用挖掘机等工具拖
上岸，并集中运送至专门的拆解
点。“对它们进行集中拆解，也是为
了排除这些船只再次转变为渔船，
从事非法捕捞的可能性。”自去年
12月起，崇明区农业农村委执法大
队重新对区内的32个重点港口进
行梳理和排摸，在滩涂水域进行地
毯式巡查，包括废弃渔具的清理、集
中销毁等。区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
员表示，“十年禁渔期，是个漫长
的过程，必须从源头抓起，消除隐
患。”

近一阶段，市农业农村委执法
总队在沿海沿江的港汊、闸口、滩

涂、芦苇荡等区域，针对“三无”船
舶、外来渔船和沿岸的渔具、网具
等，开展了多轮次、全覆盖的大排
查。“这是加强执法机制建设，切实
转变工作方法，聚焦重点、抓住源
头、精确执法，不打疲劳战，坚持持
久战的重要举措。”执法总队负责人
介绍，“2020年执法总队成立了长江
禁捕执法工作专班，2021年将把这
项工作列为全年重点工作之首，已
经从执法、督导、保障、宣传、资源养
护等五大方面明确了任务清单，我
们没有退路，没有借口，再苦再累也
要打赢这场硬仗。”

船不停，人不停
去年3月以来，“不间断”成为

了水上执法的关键词。“今天去长
江。”也变成了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的
一句“口头禅”。

“船不停，人不停，确保禁捕执
法不留盲区、不留死角、不留空档。”
春节期间，市农业农村委执法总队
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调集渔业执
法力量，在长江上海段水域每日坚
持开展水上执法巡查。各个区结合
自身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特色执
法监管模式，崇明与江苏启东、海
门、太仓等渔政建立联合执法机制，

注重交界水域共管共治。浦东利用
智能监控手段开展参数设置，排查
非法捕捞可疑船只，掌握活动轨迹、
作业范围，为后续案件侦破提供了
重要支撑。宝山将该项工作纳入网
格化监管重点，在沿江街镇建立工
作小组，统筹协调属地禁捕专项行
动的开展。奉贤与浙江嵊泗渔政部
门加强合作，做好辖区内大批嵊泗
籍渔船异地监管。金山与浙江平湖
渔政部门加强共同执法，强化交界
水域执法监管。

据悉，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市农
业农村委执法总队将全面落实本市

“清船”“净岸”“打非”三大行动，会
同相关部门建立高频次、常态化的
执法整治机制，组织开展“使命
2021”行动，继续保持铁腕整治的持
续高压，全力确保“四清四无”成
果。“长江上海段水域的保护力度加
大了，不代表其他地方可以随便
捕。”同时，执法总队将进一步加大
全市渔业水域执法力度，加强江海
河湖统筹监管，建立健全执法机制，
实现快速核查、快速反应、精准打
击，最大限度地压缩涉渔违法犯罪
空间，坚决打赢“十年禁渔”这场硬
仗。

崇明智慧生态花卉园崇明智慧生态花卉园

建设如火如荼建设如火如荼

□通讯员 郭杨如熠 季佳倩

最近，位于港沿镇合兴村的崇
明智慧生态花卉园内，全自动生产
车间，播种区、补苗区、移栽区的流
水线一刻不停地运转。

目前，世纪馆结构封顶，其地面
铺砖、墙面拉毛、室内装修等施工项
目正在有序开展，预计3月20日左
右施工完成。竹藤馆施工现场也是
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在进行场
馆的整形编织工作。竹藤馆以现代
竹藤工艺和3D打印技术建造，馆内
有各类竹藤科技产品、艺术品和竹
藤文化展示。目前，竹藤馆基础结
构施工完成，整体进度完成约70%，
预计2月底竣工。

目前，世纪馆、竹藤馆、国内展
园等建设项目以及花卉种植已陆续
复工，施工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后勤
保障人员等，共计1500多名工作人
员已返岗。大家表示，现在是花博
会筹备工作的冲刺阶段，时间紧、任
务重，很多施工人员都放弃了春节
休息时间，投入到花博园建设工作
岗位，确保关键节点、重要工序复工
建设，确保花博会如期顺利举行。

据悉，花博会期间，智慧生态花
卉园将为花博园区提供百余种花
卉，上千个花色，数量共计 400 万
盆。其中包括澳洲狐尾、球根海棠、
落新妇等盆栽新优品种。

走进生产温室，只见园方为花
博会培育的首批超级凤仙桑蓓斯、
矮牵牛、大丽花、香雪球，已开出各
色鲜花，红的、紫的、粉的，令人心旷
神怡。目前为花博会准备的各类花
材已有半数进入盆栽期，其余部分
将在3-4月陆续上盆，最后一批将
于4月份在花博园区定植。

长宁闵行嘉定三区道路对接出行更便捷长宁闵行嘉定三区道路对接出行更便捷
□通讯员 朱扬清

近日，位于长宁区新泾镇长宁、
闵行两区交界处的绥宁路（吴淞江
南岸-天山西路）新建工程建成通
车，连接长宁、闵行两区的交通路
网，出行更加便捷。

绥宁路（吴淞江南岸-天山西
路）新建工程为市级区区对接道路
重大建设项目，北接在建中的临洮
路跨吴淞江桥，南接天山西路。工
程分绥宁路道路建设及北翟路新建
许浦港桥两部分建设。工程建成通
车，进一步提升该区域的交通路网

能力，来往虹桥临空经济园区可经
由绥宁路进出北翟路与天山西路。
同时，绥宁路（北翟路-天山西路）段
也由原先的北向南单行道提升为双
向四车道，改善了北翟路与天山西
路之间的交通便捷度。

目前，临洮路跨吴淞江桥梁新建

工程也在紧张施工。该路段北起嘉定
区金沙江西路，向南过吴淞江后与长
宁区绥宁路相接。桥梁建成后与绥
宁路（吴淞江南岸-天山西路）一起成
为南北向连接嘉定、长宁、闵行三区
的重要通道，形成从金沙江路到天山
西路的新路径，更加方便三区出行。

与乘客共度元宵暖人心与乘客共度元宵暖人心，，送学生防疫物资献爱心送学生防疫物资献爱心

巴士二公司龙华车队践行社会责任巴士二公司龙华车队践行社会责任
□通讯员 冯联清

2月 20日上午，巴士二公司龙
华车队请来赴鄂抗疫白衣天使、乘
客代表以及环卫职工一起参加“猜
灯谜，包汤圆，献爱心”主题活动，提
前庆元宵。

为了营造一个“和谐公交，欢乐
元宵”环境，龙华车队就提前“庆元
宵”的各项工作作了精心的准备。
志愿者们买来鲜猪肉、豆沙和水磨
糯米粉，邀请87路公交的老乘客徐
汇区精卫中心的医护人员和赴武汉
援鄂的白衣天使李君、龙华街道环
卫职工、上缝居民区乘客代表等一
起包汤圆，猜灯谜和有奖灯谜竞猜
等活动，将“元宵”这个中华民族传
统佳节的欢乐气氛推向一波又一波
的高潮。

来自安徽省阜阳地区的环卫职
工高师傅动情地说，因为疫情防控，
她没有返乡过年与家人团聚，是“公
交的老朋友”想到了我，品了汤圆，
猜了灯谜，如同回到了欢乐的家
里。“抗疫英雄”徐汇区精卫中心五
病区主任李君表示，这个“公交闹元
宵”活动，还加进了“献爱心”公益活

动的内容而愈加精彩，体现了人民
公交为人民，公交志愿者在佳节与
乘客同乐、共进步的可贵精神。

2月22日，是中小学生结束寒
假开学之日。正逢当天退休的龙华
车队公交驾驶员李元晟在公交生涯
的最后一天，来到与龙华车队一墙
之隔的龙华中学，向龙华中学的小
乘客们赠送了他行车过程中每天都
携带在身边的自购的口罩、消毒片、
非接触电子体温计等防疫“三件套”
贡献出来并传授了乘车防疫的相关
知识，受到了学校师生和站点候车
乘客的一致好评。

在部队当过汽车兵、有着40年
驾龄的李元晟师傅，不仅驾驶技术
高超，曾经创下了连续安全行驶120
余万公里佳绩，而且还是热心服务
乘客的优秀驾驶员。在公交服务
中，他先后在多条公交线路中执行
驾驶任务，他还积极做好传帮带工
作，将自己的驾车经验和车辆经过
各个路段必须注意地路段等关键点
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的徒弟。

在疫情防控期间，为了更好地
服务乘客，李元晟师傅自备口罩，买
来消毒液和体外非接触温度计，给

有需求的乘客提供及时而周到的服
务。在工作中，李元晟师傅发现，经
常有学生乘客上车后才发现忘了戴
口罩，手拉椅子也不卫生。于是他
自费买来防疫“三件套”，让有需求
的乘客取用。

面临退休，李师傅觉得这些防
疫“三件套”应该留给每天乘车上下
学的小乘客该有多好！于是，李元
晟师傅早早就来到龙华车队，向经
过此地前往学校的中学生们送上精

心收藏的“防疫三件套”，并再三叮
咛“安全乘车”和防疫“五还要”。昔
日的小乘客们也以队礼和祝李爷爷
生日快乐的祝福语向这位可敬的

“老公交”致敬和告别。老公交与小
乘客的“最后互动”引来了现场不少
老乘客的点赞，成了学校开学日的
一幅动人新景，

上图为李元晟师傅正在向龙华
中学的学生赠送他的防疫“三件套”
和讲解安全乘车的注意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