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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 3.0 版菜场 提升“菜篮子”工程

高行万有集市中心菜场正式启用
■本报记者 章磊
“这个菜场像超市一样，干净整洁，
到这里买菜真的是一种享受。”6 月 12 日，
得知万有集市中心菜场俱进店正式开
业，家住高行镇幸福小镇的杨琦专门跑
去
“捧场”
。

很开心。
“以前比较杂乱，现在好多了，来
的人也多了，
生意自然就好了。”她说。

“一站式”满足居民需求

据悉，这是继在陆家嘴板块后，浦东
新区开设的第二家万有集市中心菜场。
万有集市是瀚立商业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旗下菜场升级专业服务商，主要为周
“这个菜场像超市”
边一公里范围内的住宅消费群体提供生
万有集市中心菜场俱进店位于俱进
鲜菜，并涵盖日常生活配套类服务。
路新行路路口，悬挂在入口上方的“万
万有集市中心菜场俱进店项目负责
有 ”标 志 和“ 中 心 菜 场 ”几 个 字 十 分 显
人黄秀华介绍，城市居民每天日常消费
眼。走进中心菜场，整洁的环境、崭新的
大多在家门口的社区完成，万有集市要
摊位、充足的货物，让人有种耳目一新的
做的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更多的服
感觉。
务内容，满足周边居民的日常需求，让居
据介绍，中心菜场目前共设摊位 85
民有
“一站式”的服务体验。
个，覆盖熟食、蔬菜、肉类、水产、半制品
除了购物和便民服务外，万有集市
等。所有摊位都设置了电子介绍屏和产
中心菜场俱进店不久后还将设置共享厨
品二维码，可供追溯商品的各种信息。 房、共享健身房、烘焙教室等，供居民体
菜场还引进了独立蔬菜农药检测室，每
验更多家门口的社区商业服务。
天公布检测结果。
浦东新区商务委市场处处长张烨明
指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菜篮子”工
此外，菜场内部还设置了生活便民
一条街，有日常维修、洗衣护理、家政便
程，多方面着手改变居民买菜难、买菜贵
民、健康早餐等店铺，以及一个爱心驿
以及商品能级低的现状。引进中心菜
站，不仅有桌椅供顾客休息，还有微波
场，就是鼓励菜市场转型升级，解决传统
炉、保险柜、茶水、书吧等，可供环卫工
菜市场能级低问题。
高行镇副镇长陆琴说，引进“万有集
人、出租车司机等户外作业者使用。
杨琦对这个中心菜场赞不绝口。
“以
市”品牌打造 3.0 版菜场，是高行镇党委、
前的俱进菜场环境比较脏乱，地上污水
政府改造完善“菜篮子”工程、服务保障
横流，买菜时一不注意就弄脏了鞋子，我 “大民生”的又一次实践。针对高行镇域
们都不大愿意过来。”她说，
“现在这个菜
内各居民区的不同实际情况，高行镇此
场，感觉像超市一样，环境整洁，各种鱼
前已通过引入“平价菜专柜”、增设生鲜
虾肉类都有，
很方便。”
超市和智慧微菜场等一系列动作，改变
菜场水果店的吴女士之前就在俱进
居民买菜难状况，控制菜价合理水平，提
菜场卖水果。菜场改造一新，她也觉得
升市场环境面貌。

惠南举办
“乡音古韵”非遗展演活动
昨天，
“乡音古韵”2018 惠南镇“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在禹洲商业广场举行。活动由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指导，惠南
镇人民政府主办，
惠南镇园中社区、
惠南镇文化服务中心承办。
本次活动共分“舌尖上的非遗”
“传统手工技艺展示”
“非遗精品节目展演”，通过品尝“非遗”美食、体验“非遗”手工技艺、欣赏
“非遗”文艺展演等形式让大家近距离接触“非遗”，感受惠南镇“非遗”的独特魅力和浦东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厚家底及其特殊
韵味，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地传承与保护。据了解，周浦镇、书院镇、南码头街道等 15 个街镇及驻区部队参加了展示，活动吸
引了近 2000 名社区居民参与。
□见习记者 郑峰 摄影报道

总面积达 2.8 万平方米

三林单体体量最大违建开拆

金杨居民与消防战士共庆端午
6 月 11 日，金杨新村街道庆宁寺小区的居民带上食材，走进庆宁寺消防中队，提前
与战士们共庆端午佳节。捋粽叶、填糯米、封口、扎捆……现场，居民手把手教战士们
包粽子，没多久，
一只只粽子在他们手中陆续成形。
值得一提的是，这已是庆宁寺居委带领居民，与消防战士共度端午的第 20 个年
头。
“我们希望以此方式关爱战士们，排解他们思乡之情，更拉近居民与战士之间的距
离。”
居委相关工作人员说。
□见习记者 沈馨艺 文 通讯员 唐柯 摄

不忘救死扶伤的一颗初心

■本报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王明秀
“我的命是六妹医生救的。”大团镇
海潮村 86 岁的村民张秋莲每次见到张玉
琴，总会拉着她的手舍不得放开。已近
古稀之年的张玉琴，曾是大团镇海潮村
第一位“赤脚医生”。在那条件艰苦的岁
月里，她背着红十字药箱，尽己所能为村
民诊病防病。
30 多年前，张秋莲突然得病瘫痪，但
当时家庭经济拮据，无钱住院治病，终日
以泪洗面。张玉琴得知后，马上上门给
张秋莲仔细检查，并劝慰她积极对抗病
魔。从那以后，张玉琴每天按时为张秋
莲按摩针灸，教她做康复训练，还主动帮
她分担家务。

张玉琴用真情为这个困苦家庭雪中
送炭，不久后，张秋莲竟奇迹般地可下地
行走。张秋莲一家对张玉琴千恩万谢，
而张玉琴只是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
当时，
上海农村都是泥泞小道，
下雨后
更难行走。没有条件买自行车，
张玉琴出
诊都靠步行。凡是村民有所求，
她必有应，
常常放弃自己的休息日，
走家串户上门就
诊。看到家里实在困难的，
张玉琴有时还
会倒贴钱给病人，
叫家属给病人买点营养
品吃，
让病人早日康复。
由于白天村民要做农活，每当吃早
饭、中饭、晚饭时都是看病的高峰时段。
只要病人一到，
张玉琴就立刻放下饭碗为
老百姓诊病。
如今，张玉琴退休在家养老，她说：
“虽然红十字药箱已背不动了，但我仍有
一颗救死扶伤的心，今后老了，我要把自
己的身体捐献给国家的医疗事业用作研
究，救助更多的病人。”

本报讯 （记者 章磊）位于上南路林
鸣路路口的南阜大厦近日进入拆除阶
段。据悉，这是三林镇单体体量最大违
建，
计划在 35 天工期内拆除完毕。
据三林镇“五违”整治办主任吴春民
介绍，南阜大厦建成约 5 年，高 8 层，总面
积约 2.8 万平方米，内有 51 户商户，包括
一个大型超市。
“自从 2016 年开始，南阜大厦就作为
新区环境综合整治的重点拆违对象之一，
备受关注。去年 7 月，新区相关职能部门
完成了针对南阜大厦拆违的执法流程。”
吴春民介绍说。
为深化“五违四必”环境综合整治成
效，推进“无违村居”创建工作，三林镇职
能部门不断与大厦内商户沟通，力争尽早

开始拆除。
今年 4 月，三林镇完成了南阜大厦的
商户清退工作，并于 5 月 11 日启动拆前保
护性施工，搭建隔离墙、脚手架，拆除外围
附属建筑。
6 月 9 日，
近 70 名城管、
特保等工作人
员来到现场，南阜大厦拆除工作正式启
动。吴春民介绍，拆除工作从顶楼开始，
逐层往下拆，计划在 35 天内完成拆除工
作。
三林镇相关领导表示，将加强现场
的事中监管，确保拆违过程平稳安全，
并落实拆后垃圾清运管理，及时妥善处
理拆下的建筑垃圾，在保障拆违进度同
时，最大程度降低对周边群众生活的影
响。

老港拆除 80 多家违建
“小门面”
拆后管理将结合“美丽庭院”
建设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者 章
拆违，规土执法队队员多次上门，却无功
磊）日前，老港镇拆除了东港公路建西路
而返。老王认为，这个房屋在围墙内，不
口的成片违建。此次拔除的“硬骨头”是
经营、不出租，
不应该划入拆违范围内。
老港镇“五违四必”整治中民用住房拆违
面对老王疑问，杨正明一一做出解
体量最大的点位，
涉及 80 多家
“小门面”
。
答。他说，该房屋虽在围墙内，但不合法
老港镇“五违”整治办常务副主任、规
便是违建，虽不经营出租，但确实影响主
土执法队队长杨正明介绍，该片违建所在
干道交通，
因此必须拆除。
地最初只是路边的稻田，40 年间，一幢幢
一次次耐心劝导后，老王终于松了
违建建了起来，又有不少村民破门开店， 口，同意配合拆违。6 月 8 日，挖掘机推倒
最终导致“小门面”成片。由于地处主干
了老王家的违建，老大难问题得以解决。
道边，该路段平时车流量大，大量违建不 “难点拔除后，附近原先不肯配合或持观
仅导致周边环境脏乱差，还经常造成严重
望状态的村民纷纷表示愿意配合，工作顺
的交通堵塞，
百姓怨声载道。
利不少。”杨正明说。
今年 4 月，镇“五违”整治办接到拆违
该区域拆违工作自 5 月 6 日启动，本
任务后，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排摸工作，劝
月中旬结束。对于拆违后续管理工作，杨
导村民配合拆违。
“ 我们首先通过村委告
正明介绍，之后将由政府出资，对破损路
知村民，进行约谈。面对不愿配合的村
段进行修缮，
确保道路的畅通。
民，则带队上门讲清形势与拆违原因。”杨
杨正明说，拆后管理将结合老港镇
正明说，
“ 我们要求工作人员努力做通村 “美丽庭院”建设进行，其中包括路段、墙
民工作，
绝不盲目强拆。”
面的美化等，设计主题也将围绕本地乡土
村民老王是土生土长的老港人。此
特色，留住“乡愁”。此外，成日村、建港村
次拆违的点位中，老王家的厨房间涉及在
内的拆后空地，正成被打造为村内“美丽
内，面积约 50 平方米。为说服老王配合
庭院”景观点。

合庆群团之家
启动社区公益行
四大活动丰富社区生活
本报讯 （记者 章磊 通讯员 唐
诗吟）近日，一场“环保手作·乐活青
春”的活动在合庆镇奚家村“家门口”
服务站举行，拉开了合庆镇“群团聚
力，乐活家门口”社区公益行项目的
序幕。
据悉，社区公益行项目由合庆镇
群团之家承办，镇总工会、镇团委、镇
妇联和镇支援服务中心采取分片包
干形式，在镇域内各村居“家门口”服
务站开展“益耆拍·你最美——老年
人婚纱摄影”
“ 环保手作·乐活青春”
“玫瑰女性·精彩生活”
“志愿者沙龙”
等系列活动。
在社区公益行项目启动仪式上，
合庆镇群团组织相关负责人将各自
的项目贴进了“家门口”服务站。首
场“环保手作·乐活青春”活动上，20
个家庭参加了亲子草木染制作活
动。在老师现场指导下，家长和孩子
配合着完成染色、盐水浸泡、晾干等
环节，最终制作出不同花纹的布块和
环保布袋。
据合庆镇群团组织相关负责人介
绍，合庆镇群团之家是合庆群团工作
的主阵地，在“家门口”服务体系中占
据着不可忽视的位置。
“群团聚力，乐
活家门口”社区公益行项目则是今年
合庆镇群团之家的重点工作之一，每
个项目都各具特色，
各有侧重，
活动将
覆盖各个村居“家门口”服务站，让居
民感受合庆镇丰富多彩的社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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