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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嘱电话，他一打就是三年
本报记者 马骏 通讯员 王晶

深入基层 融合转型 增强“四力”

新闻拉练·走进社区

图为丁海军（左一）和开发区及社区相关负责人慰问王强（化
记者 马骏 摄
名，右二）。
“你今天身体怎么样？按时
吃药了吗？家里做饭了吗？孩
子好吗？”几个简单的问题，
几句
暖心的叮嘱，三年来，这样的电

话，丁海军每天都会给王强（化
名）打一通。一个是高楼社区居
委会副主任，一个是社区里的普
通居民，二人的交集是从一次走

访开始的。
2018 年 1 月的一天，丁海军
像往常一样在社区里走访巡
查。走访过程中，社区居民王强
的几位邻居告诉丁海军，王强最
近的表现有些异常。
“ 我当时就
立即找到他，在沟通过程中，我
发现他确实有些异样，说话前言
不搭后语，甚至一句话会不自觉
地重复说好几遍。”在之后的接
触中，丁海军意外发现王强竟随
身携带小剪刀。对此，王强解释
为防身之用，
并称有人要害他。
意识到情况不对的丁海军
立即将此事反映给了社区，并与
派出所民警一起将王强送往医
院检查。经鉴定，王强患有偏执
型精神分裂症。之后，丁海军和
社区工作者将其送往镇江市进
行治疗。为给王强筹措医疗费
用，丁海军在社区积极倡导捐
款，
最终筹得 6.3 万元医药费。
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
行。就在王强住院接受治疗期
间，他十岁大的孩子又发生了交
通意外，只得休学在家休养。因
为家庭原因，王强的孩子当时独
自一人在家，无人照顾，丁海军
便隔三差五地去照看孩子。
“这
孩子很内向，你不和他说话，他
就不说话，你问他问题了，他才
回答。”丁海军说，
“ 孩子的学习

的工作者、志愿者们对他们一家
成绩还不错，我就是担心这样的
的帮助，他不敢想象现在的情
家庭变故会对孩子造成精神和
形。而每每听到王强这样说，丁
心灵上的伤害。”为此，丁海军不
海军总会告诉他：把身体养好，
仅自己经常上门看望孩子，还嘱
把生活过好，
把孩子照顾好，
就是
托社区志愿者轮流上门照看孩
对社会最大的回报，其他的不用
子。
想太多。
入院治疗 5 个月后，王强出
在丁海军看来，能够帮到别
院了。对于精神障碍患者来说，
人是自己的福气，献爱心并不一
坚持服药是治疗的关键，丁海军
定要做很伟大的事，只要在他人
又将这个活揽到自己身上，做起
有需要的时候，能伸出手帮助他
了王强的“监护人”，每天一通电
人，给他人带来希望、带来快乐，
话，询问王强的身体情况。
“我记
那就是奉献爱心。
“ 像王强这样
得有一天，王强给我打电话，说
的弱势群体，是我们社区最为关
他好像出现了幻觉。”丁海军立
心的人群，不管是一户还是十
即找到王强了解情况，
“原来，王
户、二十户，我们都要尽心尽力
强觉得身体恢复得不错，便开始
地 去 关 心 、照 顾 ，一 个 也 不 能
心疼药钱。原本应该每天吃两
少。”丁海军说，
“ 我现在做好本
次的药，他只吃一次，所以才出
职工作，帮助社区居民解决小问
现了这样的情况。”这件事发生
题、小矛盾，不过是尽到自己应
后，丁海军经常一天要给王强打
尽的责任，
是我应该做的。”
好几通电话，叮嘱他按时吃药，
有人说，
“帮扶”是一双温暖
即便工作到很晚，丁海军也会给
的手，温暖别人，快乐自己。用
王强打电话。这样的叮嘱电话，
自己阳光的心态温暖着周围人，
丁海军一打就打了三年。
用自己的一腔热情和义举，助人
除了电话叮嘱，丁海军还经
常来到王强家走访。空调坏了， 为乐，把感恩的心化作一缕缕善
灯泡坏了，丁海军就会很快找来
念的涓涓细流，滋润着人们的
维修师傅；担心孩子的学习，丁
心。丁海军正是凭着他的真诚
海军让王强把孩子送到社区的
与朴实，架起了社区与居民的
“蒲公英季子公益课堂”；王强有 “连心桥”，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
心事，丁海军总会开导他，鼓励
互助关爱，点亮了普通家庭的希
他……王强常说，如果不是社区
望之灯。

公园新村几位居民反映一户人家的房屋影响大家的安全，经居委会沟通，该户业主积极配合进行修复，此举
不仅赢得了周边邻居的称赞，也让居委会工作人员很是感动——

“居民的理解和支持是构建和谐社区的关键！”
本报记者 贺丽华 通讯员 丁玲

图为原本破损的绿化带水泥围挡已修复一新。 记者 贺丽华 摄
“我把房顶及屋外设施维修
好，既是为了邻居的出行安全，
避免出现意外情况，同时这也是
我的责任。”最近，公园新村社区
居委会主任陈明跃被辖区居民

刘翔飞所说的这句话深深触动
了。在陈明跃看来，和睦的邻里
关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
给邻居添麻烦，遇到问题时能够
理性处理，是促进邻里和睦、构

建和谐社区的关键。
事情还要从前段时间居委
会接到的一起居民投诉说起。
当天，有几位居民来到居委会，
反映公园新村有户人家房顶的
水泥脱落了，屋外绿化带的水泥
围挡也要倒了，大家经过时存在
一定的安全隐患。
居委会主任陈明跃随即赶
往现场，确认情况属实后，却一
时犯了难，因为这户人家的主人
因工作原因长年在外，这些年
来，
房子基本处于空置状态。
业主何时会回来？又是否
愿意维修？陈明跃无法确定。
但此事关系到居民的出行安全，
必须尽快解决。于是，她从辖区
居民信息表中调出了业主的信
息，并立即与对方取得了联系。
经过一番沟通后，业主刘翔飞表
态一定赶紧维修消除安全隐患。
由于刘翔飞不在丹阳，所以
便将此事委托给陈明跃处理。

陈明跃很快找来了维修工，刘翔
飞则立即通过微信支付了 1000
元定金。十多天后，绿化带水泥
围挡以及房顶水泥剥落处都修
复一新，刘翔飞得知后，特地从
外地赶了回来，经查看确认没问
题后，
将尾款付给了维修工。
整个过程很顺利，刘翔飞用
最短的时间将事情解决好，消除
了安全隐患，不仅赢得了周边邻
居的一致称赞，也让陈明跃以及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感动不已。
陈明跃坦言，她从事居委会
工作 14 年，经常处理类似的投
诉，包括楼上住户漏水导致楼下
住户遭殃、外墙落水管断裂导致
单元楼进出口处积水严重等。
由于这些情况多发生在老旧小
区，在没有物业管理也没有房屋
维修基金的情况下，必须由涉及
居民出资解决。然而，部分居民
在面对此类情况时却选择逃避
责任，认为反正自家不受影响，

因此拒绝支付维修费用。为此，
陈明跃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和精
力挨家挨户地上门沟通协调，但
有时即便磨破了嘴皮子，也依然
无果，导致事情陷入僵局，甚至
引发严重的邻里矛盾。
在陈明跃看来，刘翔飞的举
动很值得大家学习，尤其他的法
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很强，认为将
自家房屋及屋外设施维修好不
仅是为了邻居的出行安全，同时
也是对他自己的一种保护，避免
将来陷入矛盾和纠纷中。
“ 有些
居民往往会抱有侥幸心理，认为
眼下并未造成任何后果，却未考
虑万一将来发生严重事故，届时
付出的代价势必会十分惨痛。”
陈明跃希望广大居民在面对此
类事件时都能够理性处理，从法
律角度去考虑问题，避免给邻居
造成麻烦，同时维护自己的权
益，为促进邻里和谐、构建和谐
社区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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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培强特色水产“第一产业”
我市青虾产业提质增效走出富民增收路

三 农 关注
本报讯 （记者 须俊 通讯
员 刘建华）“眼下我们基地的
青虾还未上市，但性急的客商
已提前预约开始订购了！”初冬
时节，位于陵口镇乐善村的天
禄青虾养殖专业合作社，正忙
于虾塘管理的合作社理事长陈
志瑞告诉记者，合作社的 3000
亩青虾将在元旦大面积上市，
这期间的市场价格喜人，他们
基地的太湖 2 号青虾品质好，
销路不愁，一直要卖到明年 3
月。市水产站负责人介绍，我
市全力推进本地水产业的转型
升级，通过聚力培植以青虾为
特色的丹阳水产第一产业，走
出了一条青虾高质高效养殖的
富民增收之路。
我市现有水产养殖面积
8.61 万余亩，主要品种为青虾、
河蟹和成鱼，尤其以虾蟹养殖
为主，其中青虾养殖面积 4.5 万
余亩，位列全省县（市、区）第二
位。为把青虾产业做大做强，
近两年来，市农业农村局通过
借助国家和省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项目，紧密对接部省级
水产科研院所，通过科技引领，
示范推广，以点带面，辐射带

动，全面提升青虾养殖水平，不
断促进青虾产业提质增效，取
得了良好的成效。
注重新品种的引进和新技
术的更新。近年来，我市不断
引进“太湖 2 号”
“ 太湖 3 号”青
虾种虾进行示范养殖，同时强
化养殖技术指导、养殖模式更
新，促使养殖户的养殖水平和
效益有了极大的提高。据调
查，我市“太湖 2 号”青虾养殖
亩产量比本地品种青虾增产
15%，亩增收 600 余元；新引进
的“太湖 3 号”青虾种虾经强化
培育，长势喜人，每斤规格在
123 尾，青虾个体更大，比“太
湖 2 号”青虾个体体重增 5%~
8%。由于新品种虾的产量和
规格优势明显，丹阳的“太湖品
系”青虾在常州凌家塘市场很
受客商青睐，不仅批发价格要
高于其他县市的青虾，而且销
售好卖一点。
在新技术的更新上，我市
向养殖户不断宣讲生态养殖理
念，推广池塘养殖生态调控水
质技术，鼓励青虾养殖池塘种
植水草来净化水质，培育水体
优势藻类来增加溶解氧，使用
微生物制剂调水改底，大力发
展 生 态 养 殖 、环 境 友 好 型 养
殖。经现场调查，全市青虾养
殖产量高、效益好的养殖户，新

年来养殖模式更新升级，塘口
套养花白鲢、沙塘鳢、翘嘴白鱼
等新模式养殖正在逐步推广开
来，普遍实现每亩增收 1000 元
以上。同时，随着养殖模式更
新，配套鱼种的供应链也悄悄
地拉动起来，进一步拉长丹阳
青虾产业的链条。
据了解，两年来，我市申请
青虾养殖新型实用专利 2 项，
集成了青虾生态养殖技术规
程、
“ 太湖 2 号”青虾苗种规模
化繁育技术、青虾健康养殖技
术等一系列技术成果，在省级
青虾体系绩效考核中连续两年
排名领先。一批“青虾养殖能
手”
“ 青虾养殖标兵”
“ 养殖状
元”在全市不断涌现。
产量提升、市场做大，有力
地推动了特色产业不断振兴。
2021 年，全市青虾主养亩产量
将在 200 斤左右，亩产值 5000
元~6000 元，个别养殖户亩产
值可达 8000 余元。全市青虾
年产量预计接近 3500 吨，青虾
总产值 2.2 亿元，其中商品虾交
易量近 2000 吨，青虾虾苗交易
量近 1000 吨。延陵镇青虾养
殖面积 1.2 万余亩，占我市青虾
面积三分之一有余，其中行宫
村青虾养殖近万亩，全镇青虾
产量 1200 吨，虾苗交易量 300
余吨。

本报记者 姚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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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都得到了充分运用，池塘
水体嫩爽，水草有活力，青虾颜
色也漂亮，渔药使用很少，养殖
成本也不高。据了解，延陵、陵
口等镇青虾养殖示范户，每亩
养殖成本在 2500 元左右，其中
渔药成本在 300 多元，主要是
微生物制剂和少量的消毒药
物，每次接受上级水产品质量、
水质和底泥检测都全部合格，
没有任何违禁药物残留，实现
了生态、绿色、健康养殖。
注重新模式的创新和新人
才的培育。创新是不竭的动
力，养殖模式创新有利于推动
养殖效益的提升。我市通过养
殖示范，在河蟹塘口套养青虾，
在不增加饲料成本的情况下，
每
亩 可 以 产 青 虾 50 余 斤 ，增 收
2000 元；在青虾塘口套养花白
鲢，每亩产花白鲢 200 斤，增收
近 1500 元；在塘口上半年养一
季小龙虾，下半年养殖青虾，小
龙虾可以净赚 3000 余元；在八
月底上市销售一批青虾，
实现青
虾一年养殖三季；
在青虾塘口套
养沙塘鳢、
翘嘴白鱼控制秋繁虾
苗增加收入等等。由于我市青
虾养殖面积大，青虾虾苗产量
高，还吸引了金坛、高淳等周边
县市的河蟹养殖户纷纷来丹订
购青虾虾苗，我市 80%的河蟹
养殖户都套养青虾。通过近两

胡益炳：
小麦秋播冬管有实招

图为工人们正往条播机上灌装小麦种子与复合肥。
记者 姚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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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些，再靠近些，停！”
伴随着工人的一声口令，一台
大型拖拉机稳稳地停在了田边
的大货车旁。车上的工人们扛
起一袋袋肥料和小麦种子，麻
利地往拖拉机尾端的条播机上
灌装。23 日上午，记者来到丹
北镇，看见在倪陈村附近的一
块麦田中，2 台大型拖拉机正分

工明确地进行着小麦播种作
业，而刚刚停靠在田边的拖拉
机也在装满种子和肥料后，
“欢
快”地回到了工作队伍中，发出
一阵阵机械的轰鸣声。
今年 44 岁的种粮大户胡益
炳是这片土地的承包者，他告
诉记者，今年“三秋”大忙期间
天气不错，水稻收割和小麦播
种都比较顺利。前阵子他已经
完成了访仙镇 200 余亩地的小
麦播种，今天来到丹北镇的承
包田，争取尽快将剩下的 200 余

亩地播种完毕。
“ 这种条播机能
够实现播种、施肥一体化作业，
在 3 台大型拖拉机的加持之下，
差不多 2 天时间就可完成。”胡
益炳说。
虽说已到 11 月下旬，全市
小麦播种进度也早已过半，但
是胡益炳丝毫没有因此改变自
己的劳作节奏。
“ 别看这 200 多
亩小麦播得迟，我有自己的想
法在里头。”胡益炳向记者解释
道，
“ 前几天刚下过雨，田里比
较潮湿，本着‘宁迟勿烂’的原
则，我选择晒上几天后再播种，
避免烂耕烂种。此外，由于这
些田块事先进行过深耕、深翻，
播种时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平均一台大型拖拉机一天
可以播种 80 亩~90 亩。”说到这
里，胡益炳显得非常兴奋，他表
示，开展深耕、深翻既是为了响
应政府号召，也是为了让自己
的小麦长得更好，
“ 深耕、深翻
加上深施，一方面能够让秸秆
在田里埋得更深，加快分解，另
一方面有利于土壤对肥料的吸
收，减少化肥使用量。此外，深
耕后的土壤透气性更佳，有利
于小麦根系生长。
”
记者了解到，胡益炳进行
粮食规模化种植已有 8 年，在小
麦的冬季田管方面已经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他认为，小麦在

冬季的管理是小麦生长过程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实现
小麦稳产高产的重要因素。
“俗
话说，小麦种植‘七分在种，三
分靠管’。小麦刚播种下去后
将要面临一年之中最为寒冷的
季节，必须一种就管，在这期间
如果肥料没有撒好，或是沟渠
没有通好，都将对产量造成非
常严重的影响。
”胡益炳说。
“按照目前的进度来看，大
概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进行开沟
作业了。”对此，胡益炳心得满
满：
“ 开沟要等小麦播种完毕选
择晴好的天气进行。用拖拉机
在田内每隔 2 米~3 米挖出一条
沟，让它与外沟相通，遇到下雨
天就不用担心麦苗受淹了。”不
过，他也表示，并不是说沟渠挖
好后就可以高枕无忧，还得时
刻关注田间墒情，遇到降水量
较大而田间水无法及时排出的
情 况 ，必 须 及 时 理 墒 ，防 渍 防
冻，保证小麦安稳过冬。
胡益炳说，在农历新年来
临之前的腊月里，他将施一遍
苗肥，以实现“因苗补肥、控旺
促壮”。他还表示，小麦生产成
本低于水稻，产量高低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了全年粮食生产的
收益高低，接下来的每一个生
产环节他都将认真对待，为来
年的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大棚蔬菜施肥有
讲究

种 养 课堂
1.大棚蔬菜不要施用没有腐
熟的饼肥。因为饼肥的碳氮比
小、分解快，局部容易产生高温和
高 浓 度 的 氨 和 有 机 酸 ，容 易 烧
根。应该将饼肥打碎，用人粪、尿
浸泡 3 周左右，高温发酵以后再
使用。
2.冬季在蔬菜大棚里不要施
用硫铵，禁止施用碳铵。
硫铵是生理酸性肥料，施用
后会增加土壤的酸性，破坏土壤
结构。碳铵施用后挥发出大量氨
气，对蔬菜生长不利。
3.蔬菜大棚不要施用含氯的
化肥。氯离子能降低蔬菜的淀粉
和糖含量，使蔬菜品质变坏，产量
降低，而且氯离子残留在土壤中，
能导致土壤酸化，容易造成土壤
脱钙。
4.大棚蔬菜不要在干旱条件
下施肥。蔬菜是喜水的作物，在
土壤干旱时施肥，不但肥效不能
充分发挥，而且会使土壤溶液浓
度骤然升高，容易使蔬菜烧根。
因此，蔬菜施肥要与灌水相结合，
要开沟施肥，把肥料埋严实以后
再灌水。
5.冬季在蔬菜大棚里不要多
施用磷酸二铵。蔬菜需要大量的
氮和钾，需要磷比较少。另外要
注意：磷酸二铵不要与草木灰等
碱性肥料混合施用，以免引起氨
的挥发，造成氨害。
6.蔬菜大棚里不适宜在后期
追施钾肥。蔬菜一般在开花前后
需要钾肥比较多，以后逐渐减少。
7.蔬菜大棚里不适宜分散施
用磷肥。磷容易被土壤吸收固
化，失去肥效。因此，磷肥适合作
基肥或在蔬菜前期集中施于根系
密集的土层中。
8.冬季在蔬菜大棚里不适宜
多施用磷肥、锌肥。蔬菜缺锌时
可 以 用 0.05% ~0.2% 硫 酸 锌 溶 液
作为叶面肥喷施。
9.注意不要将铁肥施入土壤
中。因为铁很容易被土壤固定转
化成难溶性化合物而失去肥效。
铁在叶片上不易流动，可以采用
0.1%~0.3%的硫酸亚铁溶液作为
叶面肥均匀喷施在蔬菜叶面上。
10.冬季在蔬菜大棚里不要
将稀土微肥直接施入土壤中。可
以用 0.05%~0.07%的稀土微肥溶
液在蔬菜叶面上喷施。

扫一扫，关注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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