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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廊下积极保供应，保障百姓“菜篮子”
□记者 曹佳慧 通讯员 何洁
此次疫情“大考”下，廊下镇
农副产品订单量再次上浮，市场
对农产品需求量不断增加。近
期，面临着物流受阻、防疫物资不
足、生活物资供应趋紧等问题，廊
下镇农副产品产业一边积极“保
供”，一边在生产、销售、加工等环
节不断探寻新机遇。作为上海的
“后花园”和“菜篮子”，保供成为
廊下农副产品产业必须完成的一
道“考题”。
一 大 早 ，30 多 辆 上 海“ 菜 篮
子”工程车从上海市联中食用菌
合作社陆陆续续驶出。被运出去
的蘑菇，当天中午就能到达市民
们的餐桌。作为“蘑菇小镇”的龙
头企业，这两周合作社在盒马鲜
生的订单量是平时的 2.5 倍，每日
增加了将近 15000 份双孢菇。同
时，联华超市、美团优选、叮咚买
菜、拼多多等商超及线上卖菜平
台 的 需 求 量 均 增 加 了 1.5 倍 多 。

目前，联中蘑菇的 46 个菇棚正处
于满仓状态，260 多名工人日以继
夜地“流水线”操作，工人们每两
天就要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全力
以赴保障市场供应量。
在金开（上海）农业科技有限
公 司 ，近 期 的 蔬 菜 订 单 增 加 近
50%。合作社积极筹备货源，不断
调控大棚温度，让蔬菜集中大量
上市，保障市民“菜篮子”。目前，
合作社供应蔬菜品种以菜心、菜
苔、小青菜为主，每天供应市场 20
多吨，为商超及线上卖菜平台供
应约 30000 份蔬菜。负责人马天
介绍，合作社用 400 多亩农业智能
化大棚。大棚温度控制在 26 摄氏
度左右，是蔬菜最宜生长的温度，
同时增加灌溉次数，不惜减产，也
要让蔬菜更好更快上市。同时，
合作社还帮助周边小农户，将疫
情期间因物流受阻而滞销的新鲜
蔬菜统一包装，集中销售给各大
线上卖菜平台，既能保供应又提
高了小农户的收入。

近期，上海持灏果蔬专业合
作社为金山区正在接受封控的 3
个小区集中提供蔬菜礼包及当季
的新鲜水果。据悉，合作社每日
提供 500-1000 份蔬菜大礼包，包
括十余种农产品，产品总重量 15
斤左右。针对封控小区，草莓以 2
斤 26 元的价格销售，每天都有将

近 300 份的订单量。
“ 这次我们金
山很多小区都被管控了，我也想
为疫情作点贡献。”合作社负责人
李斌介绍，疫情期间虽然订单量
暴增，但是价格不增反降，让正在
被封控的居民尝一尝廊下的美
食，感受一份来自廊下农民的爱
心。

上海钟书实业有限公司党员干部投身抗疫一线
□通讯员 王婧
自疫情发生以来，上海钟书
实业有限公司党支部积极协助配
合抗击疫情，广大党员同志充分
发挥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目前
公司有在册党员共 17 名，各自分
布在办公室、电商部、配送部等不
同岗位。党支部书记金浩亲自任
临时总指挥，安排办公室负责协
调各部门工作，以保障公司内部
正常有效运转。
上海大区经理朱兵，所在小
区因有确诊被封闭管理 14 天，他
不 惧 危 险 ，主 动 担 任 小 区 志 愿
者，每天为小区居民查收送递生
活物资，一层层爬楼搬送，早春
的上海虽然还有丝丝凉意，一天

下来，化身大白的他早已经湿透
了衣衫。
针对国家防疫防控要求，封
闭社区 48 小时核酸检测，许多员
工不能出来上班，总经办王婧每
天手机 24 小时在线，及时传达上
级布置的要求，统计公司封闭人
员情况，协调各部门工作，对于公
司内有 14 天封闭和 2+12 天居家
管理的人员一一对接做好安排；
对于居住在宿舍及园区内的员
工，及早动员他们去做核酸，积极
配合上级要求。办公室主任孙根
彪、配送中心经理时建锋、总务主
任王道龙，虽然小区封闭在家，也
都积极通过电话沟通各项工作，
保障了公司各连锁店及网店的正
常运转。

钟书的党员同志用一束束小
小的微光汇聚成了共克时艰的熊
熊火炬。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伟

大的抗疫精神，用担当和奉献换
来山河无恙，相信很快会彻底战
胜疫情，
迎来春暖花开。

社区防疫一线，
社区防疫一线
，涌动上钢青春力量
□通讯员 邵朦濛
当社区防疫任务愈加艰巨之
时，
“ 上钢人”不分昼夜穿梭忙碌
在社区防疫一线。由浦东新区上
钢新村街道青年党团员组成的防
疫青年突击队以实际行动担当青
春之责，用奉献的身影谱写一曲
曲动人的抗疫青春之歌。
为保障社区防疫工作的有序
进行，街道全体工作人员、志愿者
24 小时在线，随时整装待发，全力
以赴确保社区居民健康安全。
95 后公务员李思远，作为一
名刚刚转正的共产党员，知悉街
道辖区内有一小区将实行 14 天封

闭管理，主动申请成为第一批入
驻封闭小区的工作人员，协助开
展物资调配保障、防控情况沟通、
全员核酸检测等防疫工作。
防疫青年突击队的成员们，
一栋栋“扫楼”，排摸登记住户信
息，帮助居民配药登记，排解居民
焦虑情绪……防疫物资保障小组
的青年们，为居民区调配、搬运消
毒液、
行军床、
帐篷等防疫物资，
成
为社区最为贴心的
“勤务兵”
。
居住隔离小区的青年们，就
地成为防疫志愿者，协助社区一
起完成核酸检测登记、现场秩序
维护、快递外卖接收……为疫情
防控注入温暖人心的力量。

“ 隐形的翅膀公益志愿者联盟
隐形的翅膀公益志愿者联盟”
”
为社区抗疫贡献正能量
□通讯员 王洪
在疫情出现反复的日子里，
“隐形的翅膀公益志愿者联盟”
作为闵行区人数最多覆盖面最
广的一支志愿者团队，
在理事长
王敏的带领下，从 3 月 10 日开
始，自发行动起来，他们不分昼
夜活跃在闵行区的颛桥镇、莘庄

镇和江川路街道的居民住宅小
区，
协助医务工作者开展核酸检
测、隔离消杀等工作，帮助做好
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快递搬运、
临时就医和解决疑难问题，
默默
地为社区抗疫贡献自己的能量
和作为，
得到广大社区居民的普
遍赞誉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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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妻子小梅是在特殊的条件下经人介绍相识结

金山
“哲优番茄”
提前采摘
合作社提供防控礼品装邮送
阳春三月，寒意尚未散尽。
获得 2021 年上海番茄十佳推介
基地的上海（金山）哲优果蔬专业
合作社生产的“哲优番茄”
比去年
提早 20 天釆摘上市。3 月 13 日，
是“哲优番茄”
正式进行采摘的第
二天，从上海石化街道赶来尝鲜
的老客户方师傅，一边拿着红色
和黄色两种颜色小番茄左看右
看，一边慢慢地品尝着，
“ 去年我
是 4 月 5 日来购买第一批番茄，
今
年提前了这么多天，担心番茄品
质是否有保障，品尝下来番茄品
质依然是那样甜中夹酸，奶油味
更足了”。
笔者了解到，合作社针对当
前疫情，
开展“不见面”
销售活动，
将“哲优番茄”
销售改上门提货与
送货上门并举，扩大客户手机供
货 量 ，只 要 拔 通 15000335600 手
机号，每礼盒装 6 斤 130 元，加邮
寄费 10 元，网上付款，番茄品质
与上门提货相同，保质保量保新
鲜。
当问及今年的番茄生产有何
新的特点，合作社理事长谢雪欢
介绍，合作社今年改进了小番茄
品种和栽培技术，根据推陈出新
的规律，对连续三年获得上海市
瓜果评比金奖和“最受消费者欢
迎”
奖的品种，
认真听取专家的品
评意见，
辟出土地“引种考察”，
反
复品尝、比较，
大胆推岀了两个新
品种。
“现在从客户品尝的反馈意
见来看，新品种实现优上加优的
目标，
味道甜中带酸，
奶油味道更
浓了”
。谢雪欢信心满满。
“在栽培技术上也经过了较
大改进”，
技术员王剑峰在大棚里
指着番茄藤蔓说，
“利用番茄藤蔓
植物性特点，将番茄的垂直性藤
蔓通过整枝修剪为单蔓斜枝，这
样利用斜角度延长了结果的藤
蔓，
增加了留果穗数，
相应增加了
产量”
。细细观察发现，
改进后的
番茄藤蔓不再像“兔子耳朵”
往上
竖起，而在延长的藤蔓肩膀上结
果累累，
“ 同样的肥水光照条件
下，可增产 15%左右”，王剑峰数
了数藤蔓上果子说。
据介绍，地处金山漕泾镇的
上海哲优果蔬专业合作社在探索
“番茄秸秆还田”
促进土壤有机化
方面下了功夫，把原本丢弃的番
茄秸秆铺设在土壤表面，先用拖
拉机翻耕粉碎后，将尼龙薄膜进
行全履盖，
然后开展高温闷棚，
让
秸秆和泥土渗透发酵，进而转化
为有机质土壤，不仅更容易被果
蔬吸收利用，还可以提高保水透
气能力，延长了番茄的结果期。
通讯员 汤妙兴

嘉定菊园新区嘉莱社区
看望寿星老人送祝福
为践行爱老、尊老、敬老、助
老的社会风尚，
日前，
嘉定区菊园
新区嘉莱社区居委会和社区老龄
委的工作人员一起看望本季度的
寿星老人。
疫情期间大家不能聚集在一
起，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就挨家挨
户给寿星老人送上生日蛋糕和长
寿面，
祝老人们健康长寿、幸福安
康。今后嘉莱社区将在严格防疫
的前提下，定期为老年人举办集
体生日会，
丰富老人的晚年生活，
提高社区老年人的幸福感，让他
们老有所乐、老有所享。
通讯员 石小玲

婚 的 。 后 来 经 过 很 多 曲 折 ，能 够 老 来 相 伴 她 功 不 可 没 。
是她的博大胸怀把这个家庭从危机中解脱出来，几十年
我 们 风 雨 同 行 ，换 来 了 三 代 同 堂 欢 声 笑 语 ，携 手 迈 步 在
火红的夕阳里。

●1973 年 3 月当了 5 年兵的我从部队退伍回崇明农村时已经 25 岁，在
乡下这个年龄已经不小了，我又是家中的老大。老爹是个生产队长，认识
的人较多，到处托人为我介绍对象，我一次相亲都没去，坚持等招工出去后
再解决婚姻问题。老爹大为光火给我一年时间为限，如果一年不出去就在
当地找个农村姑娘结婚生子，
否则妨碍下面的弟妹成家由我负责。
当年 5 月份，上海市公安局来崇明招收交通警察，我被大队推荐了上
去，通过报名体检政审等很多关口，我等待着通知，我心里默默地想，我和
老爹的这场赌局肯定赢了。
半个月后录取通知下来没有我的名字，我的名额被别人无情地挤掉
了。我一下子被打入了万丈深渊。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出门，总感到
有好多双眼睛在看着我嘲笑我。这时我的中学女同学给我介绍一位社办
工厂姑娘小梅，我随便见了一面就答应了。我没有任何挑挑拣拣的资
本。三个月以后我们订了亲，我用微薄的退伍费和媒人等一干人去县城
买了定亲彩礼，按崇明习俗,等于这身的幸福已经绑定在了一个陌生女孩
身上。
考虑到我家还要准备砌二间五芦头房子作为婚房。双方家长同意第
二年国庆节举办婚礼。我也做好了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思想准备。大队
党支部领导开始重用我，把我抽调到大队部搞宣传工作，将来结婚以后在
农村中也会很体面。
但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第二年 7 月份，公社里要求在今年推荐上大学
的名额中需要一名退伍军人。大队支部和公社党委一致同意我上大学，8
月份我接到了上海招生办的录取通知书。
●临走那天，小梅送我到码头，我叫她在家等我三年以后娶你。那天
我看她爬上码头东边的海岸上，拼命地向着双体客轮招手。直到双体客轮
离去很远了她还举着手帕站在那里。
三年大学生活期间，我经常给小梅写信，她给我回信时寥寥数语，时间
长了我感到有点苦闷。以后干脆很少写信了，无形间有了距离。我回家时
和她走在路上连手都不拉一下，两个人总保持一定的距离。小梅对我总是
不温不火彬彬有礼，
好像她根本没有激情，
永远是一杯煮不开的水。
小梅靠她在社办厂里拿到的夜班费和奖金每月给我寄钱过来，我有时
叫她不要寄了，她总是说读书很辛苦，晚上自修课时买点饼干否则要生胃
病的。其实她已经看出了我思想上的变化 .。
厂里派她到上海来学习，她和小姐妹一起到我大学里来，一进门把做
得花巧的布鞋给我，说是穿它脚舒服不会有脚气。同学们进来我连忙把鞋
子放到双人铁床下面，向她们介绍说这是我的老乡，这话伤了她的自尊心，
但她没有在脸上反映出来，临走时还把她出差积下的 100 元钱塞在我的口
袋里，
送她出校门时我看到她在流泪。
三年学习很快结束了，我被分配到了市冶金局，落实到一个钢厂报到
后。在老爹的催促下于当年国庆节回乡下与小梅举办婚礼。
我们过着平淡而安定的生活，第二年我的女儿出生了，我在上海上班，
把休息天并起来两个月回家一次。小梅一个人带着女儿，还要在社办企业
上班，对我的父母也很孝敬。回家时看到被她料理得井井有条的小家，一
股清新的氛围扑面而来，心里闪过一种踏实感。但一回上海随即被大城市
的喧嚣冲得一干二净。
这种日子一长，我就感到很无奈，尤其每次回家看到女儿跟我当生产
队饲养员老娘在养猪场里玩，脸和身上的皮肤被太阳晒得又脏又黑，还挂
着长长的眼泪和鼻涕。小梅在社办厂上班起早摸黑收入少得可怜，我的心
里翻江倒海般难受。农村与城市生活冰火两重天。我在闽思苦想如何解
决面临的问题？
●要么和小梅离婚，要么我调回去，第一条显然不可能。那我就从调
动工作想办法，当时的政策下，从郊区调往上海很难，但从上海调到郊区很
容易。关键是要改变家庭成员的户口性质比登天还难。
后来我在市农场局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因为大批知青返沪，农场需要
引进一批干部，而且可以带家属进去，我喜出望外，也得到了小梅和我父母
的支持。就这样我就调到了离家很近的一个农场宣传部门，小梅被安排进
一家场办工厂，女儿在场部小学读书，农场还给我们分配了公房，让我们一
家三口过上了城市化的生活。
我在农场搞广播搞和对外宣传，很快有了知名度。一些知青整天围着
我转，时间一长有点忘乎所以。总感到我和小梅没有很多的话语，我一到
外边跟别人有说不完的话。
这样的波澜不惊的生活保持了三年。小梅的一次身体出现意外而打
破了平静。
一天早晨小梅起床突然晕倒，到县中心医院抢救时胸腔里灌满了血，
诊断结果是宫外孕，经过抢救总算度过了危险。但她做了结扎手续，这对
小梅的打击很大，她的精神几近崩溃。在医院里她哭了很久。很内疚地对
我说：
“对不起，婆婆一直想再要抱个孙子，但我不能生了”。我安慰她不要
多想，
有个女儿够了，
只要你身体恢复好，
一家人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小梅自从出院回家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脾气变得暴躁起来，经常捉鸡
骂狗发无名火，这个过程大概有半年左右。这段时间里我把所有精力放在
了工作上。我负责对农场全体青年职工的轮训工作，又要开班，又要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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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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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的 长 跑 ，在 结 婚 十 年 后 起 步
还要组织考试，发结业证书，每次结束还要组织学员搞文
娱汇演，
天天忙得晕头转向。
这时轮训辅导班有一个叫菊的辅导员对我特别关心，
她不但帮我分担大量的事务工作，还和我嘘寒问暖，让我
减少了精神压力。我们的话渐渐多起来了。从交谈中得
知，她老公在县里的一个企业工作，她儿子也象我女儿一
样大。她跟我说她与丈夫是包办婚姻，老公粗鲁没修养，
一点没情趣。她的确长得很漂亮，而且比小梅小六岁，开
朗大方。平时好像没有任何心事。我们两人越谈越投机，
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农场是个小社会，人与人之间除了上班工作下班后都
生活在一个圈子里，上世纪 80 年代初男女之间的接触是个
禁区。领导找下属谈话都要把门打开。我与菊频繁的接
触，
无疑是制造绯闻的催化剂。
而且这期间我们组织一期 100 多名学员到上海参观，
结束后我带了五个辅导员跟着上海美术电影厂的导演，去
嘉兴南湖游览，菊也在其中。回到农场一个绯闻故事演绎
得更完美了。你总有一百张嘴都无法辩解，而且这种事情
越描越黑。
菊的婆婆是位离休干部，她跑到农场党委书记哪里去
吵闹，认定她儿媳妇与我有染，这就把事情一下子升了
级。党委书记不得不在全场党员大会上不点名的批评，说
有些机关党员干部跟女同志接触不注意份寸。影响很坏，
要注意啦！
●小梅知道这个传言已经很晚了。我每天心惊胆颤，
想如果她和我闹起来，这个事情肯定不可收拾。大不了大
吵一场分手。
一天晚上，小梅说要与我好好谈一谈。我想今天准备
被她骂得狗血喷头。但她一开口说话态度很委婉。她说：
“老公不管外面传言真假，我首先问你，
“菊是不是知青，是
不是已经怀孕？”我说你什么意思？她说：
“ 现在对干部与
知青发生这方面的事情抓得很紧，弄得不好要吃官司的，
如果这样我首先提出离婚保你过关！”我真的怀疑这句话
出自她的口中，虽然她把问题想得严重了，但她的坦诚和
胸怀让我震惊。那么些年来我从来没有感到她有这样的
水平。
我说菊是本场职工子女，她有家庭，我与她还没有发
展到那个地步，只是感到很谈得来，玩得挺开心。她说：
“那就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放心了。”果然以后农场有关部
门找她了解情况时，她一直说自己生病以后脾气不好，使
我受不了都是她的错，说我对她很好，外面都是谣言，请领
导不要相信。
她还主动找到菊，对她受到非议表示歉意。对自己生
病期间给不了老公精神上的快乐，而菊能补上这个空白表
示感谢。还与菊认了干姐妹，让她休息天大大方方地到干
姐家来，这让菊佩服得眼泪汪汪，一般女人听到传言会吵
上门来，搞得双方鸡犬不宁。想不到小梅会这样处理，不
得不让她心生敬意。她听了小梅的话连连点头，连说姐姐
你真好！
小梅还打电话给他的弟妹，来农场看我们都可以，但
绝不能和你姐夫说半句不敬的话。
小梅的举动很快平息了舆论，领导依然对我十分信
任。小梅对我说：
“ 生了病自己很痛苦，一直感到拖累了
你。说心里话，你上大学的三年里，我不止一次地想过，我
只是个普通的农村女人，怕从文化兴趣爱好跟不上你，给
不了你浪漫的生活。也想过我提出退亲。但在那时的农
村思想氛围中，我没有这个勇气走这一步。后来你为了我
们娘俩又放弃大城市调回来，总感到这辈子无法安心，所

以如果你想追求自由，成全你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事
情……
讲到这里小梅止不住地流泪，好看的肩膀微微抖
动，我第一次感到她是那么的美丽，那么善解人意，我
紧紧地拥抱她，给她搽干眼泪捂住她的嘴不让她说下
去。
“ 小梅我爱你”，这是结婚 10 年来第一次从我心底
爆发出的声音。
从此小梅脾气变得很柔软，跟我讲话从没有高声
大气，家里或乡下有什么事情总是先征求我的意见，
她对我一如既往地信任，从不翻看我的信件和手机。
并且不打听我交往的人的性别。她说天字出头夫作主
你是我的天。我们结婚 10 年来，没有浪漫过，谈恋爱
时连手都没牵过，现在我把紧紧地搂在怀里，在她的耳
边悄悄地说，
我们从现在开始要进行爱的长跑。
●一九八八年初我调到农场最大的一个厂当办公
室主任。到一九九二年我被安排去上海搞三产，不给
一分资金。我带了一位男职工，三位年轻女工赤手空
拳到虹口区邮电新村借了间办事处。在没有任何资源
的情况下，
只苦苦撑了一年就关闭了公司回到农场。
我到厂里要求安排工作,厂长回答我岗位已经满
了,连科室的办事员都轮不上你,要我回家待岗。我心
里难受极了,那时每月只拿 140 元待岗工资,女儿已经
考取了上海的一所重点高中,给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
加霜”。而且上海开公司时的一些债权债务厂里一律
不管，都由我自己处理，光电话费每月要 200 多元，我
真的无法面对这个家。
可是小梅显示出了特有的大度，她不断地安慰我，
要我不要急，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那段时间里她除
了白天在厂里上班，休息时间还要到农田里捡稻穗，采
摘芦苇叶子卖给人家包粽子。每天晚上还跟着厂里的
姐妹骑车三公里，到农场北边的前卫村羊毛衫厂打
工。而在夏天买最小的西瓜解渴。由于劳累我看到她
明显的消瘦，两个眼圈黑黑的，我心里在淌血眼里在流
泪，我女儿假期回来，小梅显得很从容，从来没有在女
儿面埋怨我，反而对女儿说：你爸爸是个读书人，他文
章写得好，
你要好好向他学习，
争取考个好的大学。
我们度过了一段最艰苦的时间，后来厂长、书记已
经全部换掉。我又重新上岗恢复了厂办主任职务。但
那时农场已经风雨飘摇，厂里产品无销路，沉重的债务
压得揣不过气来。根据农工商集团公司的部署，进行
改制和职工分流，大批的职工离开了企业。我知道自
己也会最终离开企业。但尽全力做好最后的收尾工
作，既要做下岗职工的思想工作，还要应付外面的讨债
人和法院的官司。有时成天笑脸陪着各色人等到酒店
和歌厅等。弄得筋疲力尽。小梅不顾别人的风言风语
鼓励我把领导交办的事做好。现在开放了可以再找工
作。我反正已经退休了，女儿也已大学毕业有了不错
的工作，
我们家庭是在上升期。
2002 年我离开了农场，
带着小梅一起到了上海，
住
在原先买的石库门小房子里，我经朋友介绍到了一个
市级社团组织当编辑。一家人都在市区生活。
这个家有今天的安宁，全都是小梅的功劳。我与
她相识以后，没有像样的恋爱，没有肩并肩逛过马路，
结婚十年间的相处淡如白开水。十年以后才在爱情路
上奔跑，同甘共苦，到上海后我们重新定下心来，享受
爱的甜蜜，我们每天吃过晚饭，在公园里，在马路上手
拉手徜徉。我们谁也离不开谁，慢慢地享受着爱情的
醇酒，
在爱的道路上继续奔跑下去，
直到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