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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

景芳未来社区打造
“微农”
模式
“爸妈退休后闲在家里，就喜欢摆弄种个
花草，要是能种点蔬菜瓜果，那就再好不过
了。”但在寸土寸金的城市，想要一块家门口
的“迷你菜园”
不是件易事。
这样的愿景，在凯旋街道景芳未来社区
有了落地可能。近日，一场以“城市因种植而
美好，生活因收获而快乐”为主题的未来社区
城市微农样板观摩会在由杭州种业集团协助
打造的“一米农场”内举行，
“ 沉浸式”的未来
体验吸引不少景芳未来社区版块的居民到场
参观。
此前，杭州种业集团已经在凯旋街道试
水了社区内种菜。
“ 这方面我们比较有经验。
比如联合撤村建居的凯西社区打造的‘蔬语
花香’生态农场，以及南肖埠社区‘一米农场
’，就深受社区居民的欢迎。”杭州种业集团相
关负责人表示。
观摩会分为优质农产品尝区、城市微农
科技产品展区、观赏盆栽展区。
“ 尝一尝我们
居民自己种的辣椒。”捧着一小把迷你椒的南
肖埠社区党委书记梁旭珍笑着同前来参观的
景芳未来社区居民分享。
“为更好推进居民自
治，我们通过志愿服务累计积分达到认领种

植门槛，每年春秋两季我们都会举行采摘节，
楼下的老年食堂即可加工，形成了健康膳食
的闭环，
很受居民欢迎。
”
城市微农科技产品展区，主要展示水培
种植机、模拟太空种植机等设备，以及管理端
手机小程序；观赏盆栽展区，农艺师讲解对城
市居民进行农业知识科普，让城市居民体验
种植的乐趣，
提倡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
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区有关单位、街
道、社区及相关专家、居民一起交流了未来社
区城市微农的发展模式，探讨未来社区城市
微农项目的标准化方案。
据 悉 ，未 来 社 区 城 市 微 农 样 板 包 含 邻
里、教育、健康、治理等多个未来社区场景，
通过居民认领菜园、组织志愿者服务、蔬菜
采摘等活动加强邻里互动，满足社区居民的
农耕情怀；通过智能化的气象监测、水肥一
体化田间管理、作物大数据的采集应用等农
业科技，来帮助社区和居民对城市微农场进
行数字化管理。
同时，通过农艺师的讲解指导，对城市居
民进行农业知识科普，让城市居民体验种植
的乐趣，
提倡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

“初步计划在景芳未来社区新建成的邻
里中心屋顶开辟一块‘未来农场’，划分邻里
交往空间、垃圾分类科普、耕读长廊等八大区
域，力争打造成居民与社区交往、交融、交心
的互动平台。
”
凯旋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凯旋街道将围绕景芳未来社区
建设，开辟城市农耕体验区，供居民观察日常
食用的蔬菜瓜果生长和成熟过程；融入教育
场景，通过科普教育的方式，实现家庭间的良
性互动；围绕基层治理，以志愿服务积分等方
式认领菜园体验种植与收获的乐趣，实现邻
里关系和谐互融。
（据 11 月 18 日 浙 江 新 闻 客 户 端 记 者
张梦月 共享联盟凯旋微融站 傅钟磊）

安全无小事

“小”
“大”
网格员的
行动展现了
担当
网格员谢华森一起上门查看情况，走进单元
也因为细心，
将问题隐患消弭于无形。
楼时果然闻到了浓浓的烧焦味，然而大家敲
近日，陈俊聪在小区地下车库巡查时，
门时里面却毫无应答，
固定电话也无人接听。 发现地上都是车辆驶过后留下的车轮水印，
“现在 6 点多，她应该是在家里的啊！”吴 “这几天都是晴天，怎么会留下水印，会不会
伟红焦急地说道。
是哪里出现了积水？”陈俊聪猜想。为了验
黄悝当机立断打电话通知余奶奶的大儿
证猜测，他沿着印渍逆向寻找，走了三五百
子赶过来，同时谢华森等人一边敲门一边大
米后果然发现了地上有大片积水，而这水恰
声呼叫，试图引起余奶奶的注意。10 分钟后， 恰是从顶部的水管接缝处漏出来的。于是
余大伯赶到打开了门，顾真提着早已准备好
他立即通知物业，物业工作人员到场进行初
的灭火器第一时间冲进了厨房，万幸处置及
步查验后，表示该水管运送的是生活用水，
时，没有造成消防事故。此时，余奶奶听到动
需专业人员来维修，随即打电话通知了水务
静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公司。
“哎呀！是我忘记正在烧粽子！”
20 分钟后，水务公司工作人员到场处置，
本报讯（四季青街道） 如何服务好居民，
独居老人生活，一定要警惕安全事故发
更换了松动的接口，水管迅速修复完毕，物业
每个网格员都有不同的想法。
生，黄悝对余大伯进行了批评教育：
“ 老人年
也对路面积水进行了处理，在三方的共同努
一天傍晚，运新社区社工网格员顾真接
纪大了记性差，又是一个人住，作为家属，要
力下快速了处置这次的隐患。
到网格楼道长吴伟红的电话，称在楼道内闻
么每天给她烧三餐饭，要么给老人使用电蒸
网格员们用自己的耐心、热心、细心，为
到一股味道，怀疑是住在楼下的余奶奶家中
锅一类的安全电器，这次的事情必须得引以
网格内居民提供贴心的服务。以小小行动发
有东西烧焦了。
为戒。
”
挥着社会治理的大作用，守护人们温馨和谐
事情紧急，网格长黄悝立即与顾真、专职
而另一边，三堡社区专职网格员陈俊聪
的家园！

献血总量达到 40200ml

南星这位
“献血达人”坚持献血 22 年

徐祝新第 105 次义无反顾撸起袖子献血
本报讯（南星街道）“无偿献血已经成为
我的生活习惯，因为我献的每一次血，都有可
能挽救他人的生命。”日前，当中天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第二建设公司工程总承包事业部经理
——徐祝新第 105 次义无反顾撸起袖子献血
时，他的个人献血总量已经达到了 40200ml。
作为 2021 年杭州市新晋百次献血达人，厚厚
的献血证及荣誉证书，是他奉献一腔热血、救
死扶伤、争做表率的最好证明。
1999 年，在单位组织的一场无偿献血活
动中，徐祝新和同事们一起加入到献血者的行
列。这是徐祝新第一次无偿献血，也正是因为
这一次的义无反顾，他与无偿献血结下不解之

缘。从一年献 1-2 次全血，到每两周就可献一
次的成分血，再到加入浙江省脐带血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服务队，徐祝新的愿望就是可以通
过献血，帮更多的人、给更多的家庭带来希望，
而这一坚持就是整整 22 年。
“献血没有头晕目眩的感觉，
反而身体指标
变得更好了，
只要身体允许，
这事我会一直坚持
下去。”徐祝新说道。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太太
以及他所在部门的同事都纷纷加入到无偿献血
的行列，
同事们还称他为
“爱心大使”
。
以真情奉献社会，用爱心帮助他人。在无
偿献血的路上，徐祝新曾荣获 2014-2015 年度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银奖、2016-2019 年度全

徐祝新献血获得的荣誉
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他的夫人也是 20142015 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的获得者。
在 2018 年 6 月 14 日第十五个世界献血者
日上，徐祝新夫妇作为夫妻献血的代表，受邀
参加浙江省血液中心举办的“为他人着想，捐
献热血，分享生命”主题颁奖活动。活动中，这
对伉俪被授予特制的“情侣卡”，两张卡上印有
两枚手印，合在一起就成了一颗爱心，寓示着
夫妻两人敬佑生命、甘于奉献的美好品质。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最美上城人

本报讯（彭埠街道） 最近，杭
州交警正利用智控技术开展电动
自行车违法专项治理行动，对闯红
灯、未佩戴头盔、走机动车道、逆向
行驶等违法行为进行非现场管
理。在后台监控发现违法车辆后，
交警会锁定车牌并联系车主接受
教育处理。
当天一大早，上城交警大队彭
埠中队民警朱敏来到中队指挥室，
坐在监控前盯着过往车辆的行驶
情况。很快，一辆黑白相间的电动
车引起了朱敏的注意。他发现，这
辆车在 10 分钟内连续出现了两次
闯红灯的情况。朱敏很快锁定了
这辆车的车牌号，并在系统中查到
了车主小黄。
按照流程，朱敏给小黄打去了
电话。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电话
那头的小黄听到这消息，不但没表
现出任何低落情绪，反而一下子兴
奋了起来。
小黄兴冲冲地告诉朱敏，自己
的电动车在 11 月 5 日那天被盗了，
当时才刚买了一礼拜。坐垫都没
骑热乎就被偷走，他也是急得不
行，一边赶紧去派出所报了案，一
边也在周边寻找。来来回回找了
一周，车还是没影子。没想到，在
已经不抱希望的情况下，一大早上
居然交警给他来电话了！
在了解到小黄的情况后，朱敏
也很快进行了核实。在确认小黄
反映的情况属实后，他把追踪到
的信息提供给小黄，由小黄再去
派出所进行追查。根据交警带来
的线索，派出所民警也很快对这
辆车的行车轨迹进行了再次追
踪，发现骑车人最后将车停在了
笕桥一小区内。
得知消息后，寻车心切的小黄
二话不说立马跑到了该小区，一番
搜索后，还真在车库里找到了自己
的车子。物归原主后，小黄想起早
上那两条违法记录还没清除，便又
回到彭埠交警中队，找到民警进行
处理。
上午才发现车子的踪迹，下午
就把车子给找到了，交警挺为小黄
开心，小黄也是激动地不行，连声
说着“谢谢”。

一则 ﹃闯红灯﹄的消息让交警帮失主找回丢失车辆

在家门口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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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 办实事

公益集市、
小型音乐节……

这样的邻居节很精彩
本报讯（小营街道） 为了促进邻里友好关
系，
近日，
小营街道老浙大社区联合大易琴行、
马奶奶社会工作室、吾和家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多家单位共同开展了“乐”青春，
“ 响”未来，
“睦”
邻里——老浙大社区邻居节活动。
据了解，
本次活动分为公益集市和小型音
乐节两大篇章。
在公益集市，除了大家都熟悉的游戏摊
位、美食摊位、义诊摊位，
这次活动还安排了亲
子家庭义卖的摊位。这里摆放着各种各样儿
童物品，
像儿童绘本、学习用具、衣物、杯子等，
更有家庭 DIY 各种小玩意在进行售卖，
“全场
5 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义卖摊位的小
朋友奶声奶气地叫卖着。
小型音乐节是在吉他演奏《史卡博展览
会》中拉开了序幕。
之后钢琴、长笛、小提琴、古筝等各式乐器
演奏相继登场，
吸引了不少居民驻足观看。一
首吉他弹唱《外婆的澎湖湾》调动了现场的气
氛，台下的观众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哼唱起
来，
一首小号合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更是激起了观众的爱国热情，
将音乐节推上了
高潮……五光十色的舞台，激情欢快的演奏，
一幕幕精彩的表演带给居民群众精神上的艺
术享受。表演者们热情洋溢的演出，
更是赢得
了现场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老浙大社区邻里节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
文化娱乐和宣传活动，创造邻里守望、共建美
好家园的浓厚氛围，
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
和认同感，
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的社区生活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