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8月以来，区妇联联合港西

镇共同推出“农家小院”公益项目，通

过为广大妇女提供课堂教学、实训操

作、交流研讨、实训考察等培训活动，

促进妇女创业增收。

进入11月，崇明岛冬意渐浓。记

者 来 到 港 西 镇 团 结 村 的“ 农 家 小

院”——团结客栈，主人宋勤勤系着围

裙、笑着从厨房迎了出来：“这些天，我

家的‘客栈’都爆满啦！”

这家“农家小院”很干净，面积超

过100平方米，新装修过的白墙红顶

楼房被周边的橘园、菜园、树林包围

着。游人来此，逛乡间小道，享农家

欢乐，若想品尝新鲜水果或蔬菜，到

屋前小院里就能随手摘一些。“这里

是客房，配有标准间、客厅、娱乐活动

室、独立卫生间，客人们还能在厨房

体验一把做农家菜的乐趣。”宋勤勤

告诉记者。

团结村党支部书记吴敏笑着告

诉记者：“客栈生意红红火火，主要

得益于‘农家小院’公益项目。”近年

来，崇明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

农业旅游发展迅速。港西镇以打造

全域旅游小镇为契机，在发展农业旅

游的同时，通过盘活农民闲置房屋资

产，开展农宅出租服务，创办了“农家

小院”公益培训项目，进一步提高农

村妇女富余劳动力就业率，发展农业

旅游新业态。

“农家小院”公益培训项目让港

西镇的妇女有了自己的农家课堂。

培训活动中，培训老师从民宿的概

念及经营管理、民宿政策法规及解

读等理论知识的生动讲解，到餐饮

服务综合能力培训、客房服务综合

能力培训、崇明特色菜烹饪培训、消

防安全演练等多项基本操作技能的

示范教导，再到现场参观直观感受，

由浅至深、层层递进提升学员们的

培训效果。

培训学习为更多妇女创业就业

搭建了平台。今年52岁的学员张阿

姨深有感触地说道：“退休后，我与

家人打算开一家农家乐，但由于缺

乏经验，一直处于观望状态。这次

参加培训班让我对创业又有了信

心。”

有曾开办农家乐经验的小吴坦

言，以往她们对于营养卫生、餐饮接

待礼仪和旅游服务规范的知识没有

太深入的了解，也正因为缺少这些

系统化的专业指导，她3年前在自家

开办的农家乐维持了一两年便关门

了。“通过这次‘农家小院’培训班的

学习，我受益匪浅，打算明年开春以

后重新开张。”小吴说。

“不少村民尝试开办农家乐，但

在创业路上往往会遇到困难。如

今，大家有了集中学习的机会。培

训班帮助大家在服务操作、餐饮住

宿等方面实行规范化管理。”港西镇

妇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期3个

月的培训包括课堂教学、实训操作、

交流研讨、实训考察等活动。今年8

月启动以来，培训班已开班10多次，

惠及妇女近千人次。

在各级妇联的帮扶下，港西镇妇

女开启了抱团发展运营模式，共同实现

女性居家灵活就业。以港西镇团结村

为例，不少妇女在“成功案例”带动下，

开办起了“农家小院”。村里四五家观

念、品质相近的“农家小院”业主还一拍

即合，组建了“精品农家小院联盟”。连

日来，“盟友们”进行了“农家小院”大改

造，优化餐饮、床位、卫生等配套设施，

进一步完善住宿基础设施建设。

不仅如此，“农家小院”还解决了

当地妇女的就业问题。“我生意好了，

不能忘记同村人。”采访中，不少业主

告诉记者，刚开业时，周边邻居尤其是

一些退休在家的妇女姐妹都热情地前

来帮忙，如今小院生意红火起来，打算

招聘她们前来就业。

“听说村里‘农家小院’办得红火，

妇联每次下基层时都会来到这儿，关心

我们的小院发展，感觉特别温暖。”不少

农家小院户主对记者说，“农家小院”公

益项目为妇女的创业和发展创造了机

会，带动了更多妇女实现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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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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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6日一早，上海强汉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老板陆锦宝满脸笑

容，早早就带着员工一起来到庙镇剧

场路，开始对该路段进行施工。

陆锦宝曾有过 10年吸毒经历。

2015年，当他第2次从戒毒所出来后，

便暗自下决心：“一定要找点正经事做

一做，不能再吸了！不能再进去了！”。

“社会上不少人对我这种人有偏

见，刚回来那会儿，一些街坊会躲着

我，想去当个保安，帮人家看看门，当

个快递员，送送货，可别人一听我曾经

吸过毒，就不要我了。”陆锦宝笑了笑

说，“还好，当时在庙镇政府和联益村村

委会的帮助下开了个馄饨店，算是解决

了我的就业问题。开张后，我见生意不

错，就先后招聘了6名戒毒人员来馄饨

店打工。”人多了，馄饨店的收入就难以

维持开销了，为了让大家能静下心来老

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陆锦宝和

大伙商量后，于2015年12月24日成立

了上海强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为了拉生意，我多次上门，向盖

房的村民承诺，我们先开工干活，房子

盖完，他们找第三方验收，通过了再给

我们钱。”就这样，2016年，建筑公司

接到了两单为村民盖房的生意，房子

的质量受到了本家的好评。

“这次修路的工程，对我们这些人

来说是件意义重大的事情。”陆锦宝表

示，自己能接到这单工程，离不开区禁

毒办和庙镇政府等部门的关心帮助。

同时，陆锦宝也希望在政府的帮助和

支持下，他的公司能帮到更多有着和

他相同经历的人。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上海强汉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不但为员工们“交

金”，还帮他们重新树立了生活的信

心。同时，该公司还有望成为“戒毒康

复人员就业基地”。

施工现场，陆锦宝和他的员工们

虽然脸膛晒得黝黑，但是洋溢着灿烂

的笑容，眼睛闪烁着自信的光芒，他

们忙碌的身影映射着他们未来的幸

福生活。

浪子回头是“幸福”

本报讯 11月9日上午，由区教育

局、区妇联、区卫生计生委联合举办，

区早教中心承办的“崇明区第六届0-

3岁婴幼儿健康宝宝评选活动”在区

早教中心举行。全区18个乡镇选拔

出的54个家庭参加了本次评选活动。

据悉，此次评选活动旨在通过开

展一系列早教活动，为0-3岁孩子提

供与同伴交往、与社会亲密接触的平

台，使“03宝宝”健康快乐成长。本次

评选活动共设测量身高体重、赛前练

习、现场评选等环节。活动中参赛小

朋友按照月龄分成三个组：豆豆组

（19-24个月）、苗苗组（25-30个月）、

丫丫组（31-36个月）。

当天，现场评选主要考察宝宝的

粗大动作、精细动作以及互相间的配

合能力。家长可在一旁通过语言、动

作示范引导宝宝参与活动，但不能动

手协助。最终由评委会综合评分，确

定 2017年崇明区第六届 0-3岁健康

宝宝的人选。

本次活动得到了广大家长、社

会各界人士的欢迎和支持，也将帮

助更多家庭掌握科学的育儿知识和

技能，进一步推动崇明早期教育的

蓬勃发展。

崇明区第六届0-3岁婴幼儿

健康宝宝评选活动启动

让宝宝健康成长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受崇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委托开展对上海市崇明区长兴

人民医院新建工程的环境影响评

价。现向公众进行第二次信息发

布。可登录上海环境热线（http:

//www.envir.gov.cn）查阅第二次

信息发布文本，并提出工程环境

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建设单

位：上海市崇明区卫生和计划生

育 委 员 会 ，朱 先 生 ，021-

69692151；评价机构：上海勘测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陈先生，

021-65427100-2742。

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公告

为横沙乡好干部点赞

“幸亏横沙乡干部们的及时

帮助，我才能安全到家。”家住

竖新镇油桥村的姜士高激动地

说道。

前不久，89岁的姜老伯到横

沙乡游玩。没想到在返程途中，

由于受到台风影响，横沙摆渡口

停航，导致姜老伯无法及时回

家。焦急的姜老伯来到横沙乡政

府寻求帮助。当地乡干部们在了

解情况后，帮助他与儿子取得了

联系，并为老人送上食物。台风

过后，姜老伯平安地回到了家。

为妇女创业就业撑起“一片天”

区妇联联合港西镇共同推出“农家小院”公益项目

近年来，自行车运动在崇明发展

如火如荼，同时也催生了一批骑行爱

好者。“易岛骑”骑行团就是一支聚集

着众多骑行爱好者的本地业余骑行组

织，定期开展各式各样的骑行活动。

戴上骑行头盔，穿上个性骑行服，

骑上心爱的“良驹”，若天气晴好，骑行

团总会出现在崇明的各个角落。陆建

军是“易岛骑”骑行团的发起者，他告

诉记者，4年前，因喜爱骑行，买了一

辆山地车，然后一个人开始了环崇明

岛骑行。在享受骑行快乐的同时，他

还将这份快乐分享给身边的伙伴们，

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一些骑行爱好者

陆续加入到骑行队伍当中。2016年5

月，“易岛骑”在大家的支持鼓励下诞

生了。陆建军介绍，之所以起名“易岛

骑”是因为它与崇明方言“一道骑”的

谐音相同。这也正是骑行团创立的初

衷：因为热爱，一道骑行，一个不放弃，

一个不掉队，一起享受骑行带来的健

康与快乐时光。

随着活动的不断开展，骑行的队

伍日渐壮大，队员也从最初的几人增

加到了近 50人。陆建军介绍，这些

骑友以中青年人为多数，他们来自不

同的单位，有着不同的职业，但对于

自行车运动的热爱却是一致的。随

着人员递增，骑行团活动也日渐丰富

起来，有夜间新城公园至东平国家森

林公园的拉练式骑行，有周末200公

里环崇明岛的长距离骑游，还偶尔参

加市区和外省的各种骑行活动。“骑

行是一件惬意无比的乐事，既可以放

松自己，又可以亲近大自然。”陆建军

告诉记者，不少骑友在骑行中不但身

体素质有所提升，还拥有了更乐观向

上的心态。

“易岛骑”骑行团有着自己的微信

公众号，每次骑行前，还依托微信公众

号发布活动信息，同时记录骑行团的

成长史，让更多人感受自行车运动的

魅力，加入到自行车运动中来。

本报讯“北风潜入悄无声，未品

浓秋已立冬。”本周二我们迎来立冬

节气。立冬是冬季的第一个节气，

表示冬季正式开始，由于此时地表

在夏半年贮存的热量还有一定的剩

余，所以一般还不太冷，晴朗无风之

时，常有温暖舒适的“小阳春”天气，

不仅十分宜人，对冬季作物的生长

也十分有利。记者从区气象局了解

到，下周受北方冷空气扩散影响，本

区有降雨和降温过程，最低温度跌至

5℃。

中医学专家提醒，立冬后的起

居调养切记“养藏”，建议饮食调养

要遵循少食生冷，但也不宜燥热，可

食用一些滋阴潜阳的食物。同时也

要多吃新鲜蔬菜以避免维生素的缺

乏，多吃萝卜、青菜、豆腐、木耳等。

崇明警方公告

2017年9月12日19时44分

许，在本区陈海公路里程碑17.2

公里（富民药厂前）处，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致一步行的老年男子

死亡，目前无法确认死者身份，死

者特征：男性，年龄70岁左右，身

高约174厘米，头发花白，身穿一

套淡蓝色衣服，衣服口袋里留有

一打火机。

请知情人及时与交警支队堡

镇事故组联系，联系人：陈卫超、

陈克利，联系电话：59421564。

上海市公安局崇明分局交警支队

2017年11月

“易岛骑”骑行团：一起享受骑行快乐

▲陆锦宝（右一）和公司员工一起修路

上海市崇明县衣凡韩舍服装

店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310230600511697

上海昊畅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道路运输证：沪BH5646

上海市崇明县兵杰家具商店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310230600474310

上海市崇明县申辉食品商店

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

310230531214353

□ 记者 石思嫣

“盟友”抱团发展促就业

“农家小院”很红火

□ 记者 沈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