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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中兴镇中兴村村民
施雪英及其家人来到同村的黄志勇家
中，感谢他在危急时刻见义勇为，帮助
施雪英脱困。

黄志勇是一名普通的货车司机。
一天，黄志勇正准备去镇上办事，突然
听到家门外宅沟边一位老人急切的呼
救声。黄志勇立刻冲出门，寻声找到
栽在沟里的老人。只见老人只剩两脚
在水草上，上身已完全侧倒在沟中央，
而且正越陷越深。危急时刻，他来不
及细想，穿着拖鞋就跨进了淤泥里。

刚跨进沟里走了两步，黄志勇的
小腿就陷了进去。当他艰难地挪到老
人身边时，淤泥已没到胸口。他边走
边发出呼救声。几个在远处的邻居听
到后，陆续赶来援救。在大家的努力
下，成功把老人拉上了岸。黄志勇上
岸后，才发现脚上的拖鞋已遗落在宅
沟里，身上也被淤泥里的杂物划了许
多口子……

“当时，没考虑到有什么危险，只
想快点把人救起来。”黄志勇伸出援
手，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本报讯“这个路灯好，天黑了就
会亮，天亮了就自己关了，省电又方
便。”在堡镇永安村，一种光控路灯投
入使用，获得大家的好评。

这样贴心的设计发明出自一位年
逾古稀的老人——樊金龙。樊金龙曾
因见义勇为与歹徒搏斗，导致半身不
遂，但曾在纺织厂做工人的他没有就
此放弃，而是自学成才，成了一位电器
修理工。他发现路灯是按时间控制，
不够人性化。于是心灵手巧的樊金龙
萌发了设计光控路灯的想法。

他查阅资料，又买来了元配件，自
己设计、组装、调试……终于，新型路
灯设计图和小样出来了，这种路灯可
以进行自动光敏开关控制，能够按照
时间和日照强弱调整亮度。天色暗的
时候自动发光，天色亮了才会熄灭。
为了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樊金龙还
专门注册了上海樊金龙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并获得相关专利。在镇政府
的支持下，光控路灯投入使用。

目前，堡镇共有 350 盏新路灯替
换原有路灯，其中有 80 盏还是樊金龙
亲手组装完成，他希望自己的发明创
造能为更多人带来方便。

本报讯 近日，陈先生通过登录
“一网通办”平台的“一件事一次办”
专栏，替自己办好了急诊医疗费用报
销。“平时工作较忙，每次去窗口办理
总需要请假。有时还粗心大意忘记
带 相 关 材 料 ，只 能 来 回 跑 ，特 别 麻
烦。现在有了这项新服务，方便很
多。疫情期间，还免去了见面的烦
恼。”14 个工作日后报销款就能打到
陈先生提交的银行账户里了。

今年，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
革工作要求，着力打造 14个“一件事”
集成服务。日前，作为本市 14件事中
的“一件事”——医疗费报销“一件
事”服务率先上线试运行，并在上海

市“一网通办”平台“一件事一次办”专
栏正式发布。

医疗费报销“一件事”包括基本医
保费用报销结算（含职保、居保零报），
医疗救助对象认定及救助金给付等事
项。登录平台后，经过实名制认证、基
本信息填写、发票上传、快递信息确认
等流程，即可完成办理。通过“一表申
请、一口受理、一体反馈”，达到让数据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目标。

区医保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以往申请人往返各部门办理医疗费报
销及其他相关事项时，需要重复填报个
人信息，这不仅增加了办事时间，也降
低了办事效率。医疗费报销“一件事”
简化了申请流程，精简了填表项目，申
请人只需在线填写一次表格，即可完成

办理所有有关事项。而且在申请人提
交完信息后，对应乡镇社区事务受理中
心工作人员会进行预审。如发现上传
的资料不符合报销条件的情况，会立即
打电话提醒申请人。这也免去以往市
民材料没带全、多跑路的困扰。

医疗费报销“一件事”实现之前，申
请人办理相关事项，需分别至各部门办
理。上线后，其采用一次申请、一口受
理的经办模式，可同步完成医疗费报
销、救助金给付等业务受理。另外，还
可实时查询各项业务的办理进度及结
果，实现一体反馈、一口查询。“由于医
疗费报销‘一件事’服务才刚刚上线，知
道此事的市民较少，今后我们也会加强
宣传引导。”区医保中心工作人员表示。

据悉，医疗费用报销结算依托“一

网通办”的统一物流体系传递报销资
料，使群众办理医疗费报销可以实现

“最多跑一次”甚至“零跑动”，特别是
因养老、单位派驻等长期居住在除长
三角地区以外的其他外省市的本市参
保人员。线上办理、快递上门，可以免
去长途奔波、舟车劳顿之苦。

如需办理，可通过一网通办平台
（http://zwdt.sh.gov.cn）的“ 一 件 事 一
次办”专栏，选择申办项目“基本医疗
费用报销”，即可实现在线申请。

医疗费报销不用跑就能办了
□ 记者 范立

光控路灯投入使用
方便路人获得好评
□ 记者 施昊豪

本报讯 近日，一张“三证合一”
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在崇明区规
划资源局发出。这张许可证的颁
发，也意味着首届上海乡村振兴设
计大赛（崇明站）参赛作品——稻田
驿站正式在崇明落地批建。

稻田驿站位于市级乡村振兴示
范村——三星镇新安村，项目占地
1825 平方米，建筑面积 1002.72 平
方米，主要功能包括多功能综合活
动大厅、乡村振兴成果展厅、中小型
会议室、稻田茶室以及生活配套用
房等。

稻田驿站作品灵感来自于崇明
传统建筑物“环洞舍”，传承了崇明传
统的垦拓精神，设计定位区别于乡村
振兴中的村落改造，整体风格立足乡
野，追求野趣和朴拙的田园气息。建
筑以竹木维护、稻草敷顶，回归原始
建造，通过传统材料的使用，挖掘崇

明自身特色，力求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
下，唤醒人们对田野的记忆。

稻田驿站项目是由2019年上海市
规划资源局和崇明区人民政府联合举

办的首届上海乡村振兴设计大赛
（崇明站）一等奖作品。获奖后，通
过深化完善作品，最终形成了目前
的方案。

三星镇将添新景——稻田驿站

□ 崇明规划资源

本报讯 在陈家镇公共法律服务
工作站里，有一个“东滩红雁”法律明
白人调解室，村民们遇到纠纷矛盾，只
要当事人双方愿意，都可以通过这个
调解平台进行免费调解。

“杨律师，我们邻居欺人太甚，你
得帮我主持公道”“顾法官，我帮老板
干活，明明是工伤，他们就是不承认”，
从法律程序到邻里纠纷，一个个问题，
一件件矛盾，既琐碎又复杂，但在调解
室都得到了解决。

记者了解到，“东滩红雁”法律明

白人调解室的调解员有律师，也有退
休法官，他们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积累
了丰富的调解经验。调解室以“公平、
公正、严肃”为主题，主要负责处理
110 警调联动平台、诉调对接平台中
符合条件的案例及本镇范围内重大、
疑难、复杂的调解案件，是陈家镇矛盾
纠纷化解的重要一环。

“我们村的东滩红雁法平调解室
在矛盾纠纷化解方面发挥了巨大作
用。比如财产继承、邻里纠纷、土地
流转过程中的租金支付问题等都需
要民情调解。通过调解员、律师、法
律服务团的指导帮助，通过‘党建、法

治、民情’三管齐下，有效地化解矛盾
纠纷，为百姓真正解难。”陈家镇展宏
村党支部书记郭洪家说。

据悉，在陈家镇辖区内，像这样的
调解工作室还有很多，如第二居委的

“老丁”调解室、裕西村的“裕香益家
人”调解室、陈西村的“石根”调解室等
等。它们发挥着人熟、地熟、情况熟的
天然优势，努力实现着‘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目标，把
群众的矛盾化解在家门口，是基层调
解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前置窗口，成
为 了 老 百 姓 口 口 相 传 的“ 明 星 ”调
解室。

□ 记者 顾益琴

崇明“东滩红雁”调解室——

将群众矛盾化解在家门口

近日，网上有传言称“受新冠疫情
二次暴发影响，自 2020 年 6 月 20 日-
2020 年 7 月 19 日，30 天内禁止任何沪
上旅游（行）社组织跨省旅游。结尾还
附上上海市文教旅办公室通知。”

早在1月24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

就下发通知，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
业暂停经营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旅
游产品。难道政策在上海有变化？

记者致电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从 2020 年 1 月 24
日起，上海即停止组织跨省和出入境
旅行团业务，停止售卖‘机票+酒店’
旅行产品。3 月中旬，上海市恢复了
市内旅行团业务，但跨省和出入境旅
行团业务从来没有重启过。”

记者随后致电上海多家旅行社公
司，对方都表示目前仅能组织上海市内

旅行团，跨省和出入境旅行团一直处于
暂停状态。部分旅行社官网首页虽然
依然有显示多款省外和跨境旅行团产
品，但点击进去或显示已售罄，或无法
选择日期无法购买。旅行社称因技术
原因，页面还没有做下架处理，但相关
产品不能购买。市民若有出游需求，只
能自行预订机票和酒店，以自由行或抵
达目的地后再报当地团的形式实现。

不过，眼下国内部分地区疫情出
现反复，境外更是风险极高，市民出游
理应慎之又慎。

本报讯 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
到，未来一周梅雨带在江淮流域至江
南北部一带摆动，受其影响，多阴雨天
气。其中 6月 27-28日崇明位于暖区
内，天气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
最高温度 30 度。29 日受低涡切变线
东移南压影响，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
过程。

气象专家提醒考生和家长们，中
考期间雨伞随身带好，及时关注最新
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赴考时间。
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建议考生们调
整好作息，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中考天气闷热
局部有阵雨或雷雨
□ 记者 陈怡婷

□ 中兴镇

老人掉入宅沟
司机舍己救人

上海 30天内禁止跨省旅游团？

（上接1版）姚铭说，有了技术支撑，农
业可以很“酷”。

目前，“优渥田家”引进了多种日
本先进的农业生产设施，有自动施肥
机、小型拖拉机等。此外，雨水循环灌
溉、自动控温储藏等在内的系统，能够
实现精准作业，降低农业投入成本。

为何会相中竖新镇大东村？据了
解，姚铭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参加过浦
东开发建设，在事业巅峰期，他选择下
地做新农人。理由仅仅是，想在上海
吃到和日本一样美味的米饭。多番考
察后，姚铭发现，崇明有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特别适宜种植。

经过研究和试验，“优渥田家”种
出了一款“高级大米”——越光米。越
光米，原产自日本新泻，因其极佳的品
质 和 上 好 的 口 感 ，被 誉 为“ 世 界 米
王”。这款崇明产出的越光米，其品
质、口感均不亚于原产地日本，受到了
包含 SHARI、橼舍鮨青木在内的不少
上海顶级日料店主厨的认可。

现今，“优渥田家”产出的越光米已
成功进入环贸、国金中心等多家百货商
店内的高端超市city'super，为人均消费
近 4000元的鮨青木、SHARI等上海一
流的日料店供货。不仅如此，在这块耕
地种植面积达600多亩的农场，还成功
种植了“两无化”农产品，一休黄瓜、有
机小番茄等长势喜人，订单接踵而至。

“做出产量，更要注重质量。”采访
中，在农场办公室里，郝帅帅和张宏路
正在围绕轮作图进行讨论，什么时候
在哪块地种植哪种作物，都在小黑板
上写得清清楚楚。郝帅帅和张宏路有
着同样的身份：扬州大学农学院硕士
研究生毕业，一年前，先后来到“优渥
田家”，是农场管理团队的一员。

与科研院所的研究生不同，两个
90后小伙大多工作在田间，以土地为实
验室，把研究成果应用于田间和作物。
在他们看来，农民是一种新型的职业选
择，现代农业需要有懂技术、会营销的
新型农民去经营。他们希望自己的选
择能影响更多的同龄人，回归土地。

目前，“优渥田家”工作团队有 10
多人。根据分工，他们分别专注于有
机蔬菜栽培、机械操作与管理等领
域。“随着一批有知识有活力的年轻人
加入，依托先进科技，现代农业大有可
为。”姚铭笑着说。

未来，团队还将致力于技术研发，
孵化新品种，姚铭打算与水稻专家进一
步合作，比如将国内外的水稻种植技术
相结合，开拓更大的市场。“现代农业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在这片热土
上继续耕耘。我们有信心，能够闯出一
条路，做现代农业的‘崇明样本’。”

种出“世界米王”
的农场有大智慧

受到顶级主厨认可

田野来了新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