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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漕泾镇“林长制”促“林长治”为绿水青山添色
□通讯员 汤妙兴
“将疫情延误的时间我们抢
回来，决不让林木受到损失”，近
日金山区漕泾镇 100 多名林业养
护人员正争分夺秒地对全镇 9500
亩林木开展美国白蛾虫害的喷
杀。
“ 今年的林木灭虫进度快，又
安全，这是全镇全面推行以‘林长
制’促‘林长治’机制后岀现的新
气象。”镇林长制办公室副主任熊
辉说。
去年 12 月，漕泾镇镇党委下
发全面推行林长制实施方案的文
件，确定了镇党委书记、镇长为镇
级林长，镇党政班子其他成员为
副林长，村（居）党组织书记为村
级林长。充分利用“网格化党建+
四张清单”工作机制，坚持“一网
统管”为抓手，
依托基层 37 个党群
服务站点，构建了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以“林长制”促“林长治”林
业发展线路图。这是漕泾镇自去

年成功创建全国“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后，为绿
水青山添色的又一举措。
据了解，位于金山区东部沿
海的漕泾镇现有林地面积 9500 多
亩，全镇将近两万亩土地形成半
粮半林的格局，林业资源十分丰
富。为推动林业绿化环境治理常
态化，实现林地共治，全民治林，
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行林长
制工作机制。到目前，全镇 14 个
村居组建“3+1”先锋护林队伍，分
别由村级林长、技术人员、护林员
和党员骨干为主志愿团队，他们
在林业一线担任“监督员、指导
员、巡查员、宣传员”，通过“督、
管、查、巡”等一系列工作，织密林
长管理责任网，推动林业绿化环
境治理常态化。
从公布的林长职责显示，镇
林长负责组织实施本地区林长制
工作，对本地区林业绿化资源保
护与发展负总责。镇副林长除了

协助林长开展工作外，还负责包
及林地、绿地等建设项目进行考
干区域林业绿化资源保护与发展
核评价；建立巡查制度。依托“一
等工作的落实、推进和督查，村
网统管”平台，建立网格化巡查与
（居）林长则负责本村（居）范围内
专业巡查相结合的巡查机制，实
林业绿化资源保护与发展工作。 行清单化管理；建立工作通报制
护塘村组成由村林长及复退军人
度，及时报送信息，推动重点工作
参加的 12 名护林员队伍，对村域
及对问题整改措施。
1500 亩林木分片包干，坚持在林
当前，全镇正抓住“漕泾郊野
区一线开展网格化巡护、政策宣
公园”建设为契机，精心做好“增
传，及时制止了多起有损林木的
绿、护绿”文章，聚焦“生态修复、
行为。
生态建设、生态保护、生态产业”
为实现长治效果，镇林长制
四大环节，积极推进生态创业，
还建立了若干工作制度。例如， 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自然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由镇林长办
体验、文创产品开发与销售等生
每季度召开一次，各成员单位设
态友好型产业。打造森林乡村，
林长制工作联络员，负责具体联
在原有护塘、东海两个村认定为
络协调工作；建立检查督导制度， “国家级森林乡村”基础上，继续
开展多形式检查督导，镇林长副
争创林业先进，以“公园+”推动全
林长和村（居）林长按确定的时段
面功能融合，深化“生态、生产、生
深入林区检查督导；建立考核评
活”相互渗透、无界融合的生态空
价制度，将林长工作列入镇年度
间，科学利用林地，因地制宜推进
综合考核内容，包括对森林覆盖
林业产业发展，促进群众增收致
率、森林资源保护等重要指标以
富。

特殊时期，
特殊时期
，
“ 小巷总理
小巷总理”
”收获居民满满的赞许
□通讯员 马小梅
近几日，北蔡镇莲溪四居接
连收到两幅锦旗，感谢居委工作
人员在疫情期间为小区居民的倾
力付出。莲溪四居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陈李萍表示，锦旗是居民对
居委会工作的褒奖，让全体工作
人员感到欣慰和自豪，同时，锦旗
也是鞭策，激励着大家继续坚定
前行，为守护居民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贡献力量。
居民纾困解忧的“及时雨”
6 月 8 日，家住北蔡镇莲溪四
居玉兰小区的陈师傅在爱人的陪
同下来到居委，将一面印有“帮老
助残、排忧解难；抗击疫情、全民
奋战”的锦旗送到莲溪四居党总
支书记陈李萍的手中。
陈师傅是一位盲人，他的爱
人童阿姨腿部患有残疾。突如其
来的疫情让本来就生活不便的老
两口雪上加霜，封控之下，不会使
用手机购物的夫妻俩采购菜品和
生活用品都变得困难起来，吃饭
问题也成了这个家的大难题。陈

书记和老龄干部钱士艳了解情况
后，先是通过自己手机上的买菜
App 帮忙买菜，后来又通过和小
区各个“团长”沟通联系，为陈师
傅家解决了买菜购物难题。
5 月初的一天，陈师傅向居委
反映，楼上邻居家漏水，陈师傅家
渗水严重，存在安全隐患。可是，
楼上邻居长期居住国外，无法进
门查找漏水原因。虽然小区因疫
情封控，得知情况的居委还是丝
毫不敢懈怠，通过电话反复沟通
协调，了解到陈师傅楼上人家的
钥匙放在浦东御桥的亲戚家，居
委主任陈铭华征得该居民同意
后，亲自赶到其御桥的亲戚家中
拿取钥匙，并及时联系小区物业
公司，第一时间帮助陈师傅和楼
上邻居解决了漏水问题。
老人转危为安的“救火队”
杜师傅居住在玉兰小区，6 月
10 日，他的三个妹妹“集体”来到
哥哥所在的莲溪四居，送上印有
“疫情无情人有情 ，暖心服务为
人民”的锦旗，表达全家人对居委
“雪中送炭”
的由衷感谢。

疫情之初，杜师傅不幸感染
新冠肺炎病毒，七十多岁的他早
年丧女，目前和 97 岁的老母亲相
依为命，在得知自己确诊后，杜师
傅情绪较为激动，恐慌害怕，以
及对高龄老母亲生活的担忧让他
几近崩溃。陈李萍了解情况后，
和居委社工通过电话轮番与杜师
傅进行沟通，安抚杜师傅的情
绪，并且“承诺”：居委会竭尽
全力照料好其母的生活。不幸的
是，几天后，杜师傅的老母亲确
诊感染，还没来得
及转运隔离，老母
亲又突发心脏病，
情
况十分危急。居委
“ 火 速 ”拨 打 120 求
救，所幸就医及时，
老人转危为安。因
为就医匆忙，
杜师傅
和老母亲到医院隔
离病房才发现忘了
带日常的生活用
品。居委获悉后，
第
一时间安排志愿者
将必需的生活用品

送到了医院。
康复后的杜师傅，多次通过
电话向几个妹妹讲述居委在其母
危难之时的“出手”相救。杜师傅
的大妹妹不无激动地表示：
“哥哥
和老母亲生病时，我们都各自封
控在不同的地方，当时真是急得
跺脚啊，如果不是居委及时相帮，
后果不堪设想。”杜师傅的小妹妹
感激地说：
“老母亲和哥哥患病是
不幸的，但幸运的是，他们居住在
充满浓情爱意的小区。
”

—— 记闵行民建区委委员
记闵行民建区委委员、
、羊鑫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玉娟

□通讯员 王洪
6 月 21 日下午，来自上海羊
鑫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的杨玉
娟，作为今年民建上海市委抗疫
先进个人代表，参加表彰大会，接
受民建市委领导颁发的荣誉证
书。她在大会上饱含深情的交流
发言，全身心投入守护家园防疫
保供的优秀事迹，深深感动着到

大半也被封控在家，人手严重缺
乏，她就带领合作社仅剩的不足
10 名生产工人，从每天清晨开始
收割整理打包，上午进行配单运
输，下午联系保供企业，晚上组织
第二天的运送，马不停蹄为闵行
封控小区和疫情隔离点，运送各
类蔬菜瓜果，从采摘清洗、分类整
理、包装运输等所有程序，还亲自
开车送货，风雨兼程、披星戴月为
封控居民小区送菜送果蔬，那些
日子里，从居民到封控企业，普遍
需要蔬菜，特别是急需各种绿叶
菜。绿叶菜作为市民生活的刚
需，疫情期间更是被称为奢侈品，
杨玉娟每天都接到几百个电话，
合作社员工听到铃声都非常害怕
了，因为要的量太大了，根本来不
及供应。杨玉娟为了解决这些需
求，竭尽全力，全力帮助落实各方
面要求的果蔬供应，倾情投入抗
疫保供任务，凡是困难人群需求
的，全部“来者不拒”，有时还驱车

6 月 8 日下午，市老年基金会
为金山区 32 家养老机构 2400 多
名老年人送来了上海旺旺商贸有
限 公 司 捐 赠 的 旺 旺 纯 牛 奶 983
箱、旺旺奶油曲奇 206 箱、挑豆豌
豆酥 153 箱，共价值 33.36 万元。
金山区代表处将捐赠物资立即发
放至金山区养老机构，为抗击疫
情提供有效的物资保障。
老人们在收到牛奶和点心时
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抱着牛奶
开心的说：
“ 疫情这么久以来，每
天都有人来关心我们，谢谢你们
时时刻刻都想着我们”，
“ 谢谢党
和政府的关心”。老人们用着最
质朴的语言表达着最真挚的谢
意，
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
眼神里
充满了笑意。
通讯员 袁露萍

嘉定菊园举办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专题活动
6 月 11 日是今年的“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为进一步提高人
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意识，
“ 连接现代生活 绽放迷人
光彩”2022 年菊园新区非遗日专
题活动——《嘉定盆景微课堂》通
过“菊园有戏”抖音号精彩举办。
活动为嘉定区“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宣传展示系列活动的分会场
之一，旨在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们
了解生活中丰富多彩的非遗项
目、参与和保护文化遗产。
通讯员 鲁敏

“ 铁姑娘
铁姑娘”
”的真情付出和抗疫英雄本色
会的每一个代表和委员。
羊鑫果蔬专业合作社位于闵
行区吴泾镇，该镇是今年上海新
冠疫情的重灾区。杨玉娟居住的
小区，3 月初就实施了封闭管理，
当时正值春播季节，合作社有一
大堆事情要处理，心急如焚的她，
只能在家里，靠手机和微信指挥
生产和经营活动。3 月 14 日小区
首次解封后，她准备了两套换洗
衣服，一头扎到合作社中去，吃住
在单位，防备小区再次封控，但 4
月 1 日全市封控，她就连续 60 多
个昼夜，全部在企业里，投入到抗
疫保供的果蔬生产中去。
在那段时间里，尤其是 4 月上
旬，果蔬合作社遇到从来没有过
的难题，无数的客户单位，从政府
到居民小区，企事业协助单位，全
部急需各类果蔬，杨玉娟在这两
个月里，每天超过 14 个小时，超常
规的投入蔬菜供应、物流和运输
当中，由于合作社几十名员工，一

爱心物资，
温暖老人心

100 多公里，为困难居民和特殊人
群，送新鲜果蔬。有时因驾驶员
不够，她就发挥自己 A 照优势，直
接开了八吨卡车送菜，她的一位
80 多岁中学语文老师，看到杨玉
娟开着大卡车为他们小区送菜，
非常感动，专门在新民晚报写了
一篇报道，用“多年铁姑娘，如今
送菜忙”做标题，称赞这位曾经的
市三八红旗手、区政协委员的抗
疫壮举。
抗疫两个多月下来，杨玉娟
带领她的合作社，总共运送了 300
多吨各类果蔬，让 50000 多户居民
吃到新鲜平价的蔬果，还先后捐
赠了 10 多吨蔬果，给 1000 户困难
居民和社会福利机构，解决困难
居民和耄耋老人的燃眉之急。由
于长时间高强度的投入，她好几
次累的都差点晕倒在库房和出车
途 中 ，不 仅 人 晒 黑 了 、身 上 和 腿
上，被蚊蝇叮咬的好多肿块，人都
廋了 10 多斤，但为了抗疫保供，她

觉得非常值得，而且必须坚持下
来，片刻也不能停歇，更快更好更
多的满足市民的日常生活需要。
到 4 月下旬，合作社种植的果蔬基
本采摘光了，杨玉娟又利用自身
优势，紧急从青浦、金山等郊区和
外省市，采购调剂各类蔬菜、鸡蛋
和家禽肉类，满足封控居民需要，
同时在合作社抢种各种时令绿叶
菜 ，千 方 百 计 为 抗 疫 保 供 作 贡
献，合作社在人手极度紧张的情
况下，还是坚持将物资送到一户
户困难人群家庭，杨玉娟说，是
能帮一家是一家，尤其是特困
户、特需老人和坚守抗疫第一线
的志愿者家人们，不管路途遥远，
合作社都会想办法送到。她的事
迹，受到广大居民和政府部门普
遍认可。
在上海全面复工复产的日子
里，杨玉娟又克服人手缺乏、种源
紧缺等各种困难，带领合作社全
体员工，投入到夏季抢种各类时
令果蔬中去，努力夺取今年种植
果蔬全面增产增收，以提供更多
生态绿色果蔬，让解封的本市居
民，能吃上实惠放心的羊鑫自产
的各类果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