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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厨房佐料——葱
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必备的调味品之一，但很多
人不知道的是，它还有预防
保健作用。作为百合科植
物，葱类品种繁多，但我们
平时吃得最多的是香葱、大
葱和洋葱。

香葱
香葱属小葱类，植株较

矮、较细小，故又名小葱、细
香葱，长江以南地区普遍栽
培，在南方使用极广。它主
要含有丙烯硫醚、丙基丙烯
基二硫化物及果胶物质，是
烹调各种汤类不可或缺的
调料，也是制作鸡鸭鱼肉等
荤食经常用作解腥的调料
品。用香葱煎饼、煎蛋或炒
蛋，或在汤、米粉中加入少
许香葱，其味更加醇香诱
人，使人食欲大增。

香葱味辛、性温、无毒，
主入脾、胃经，具有通气发
汗、散寒解表之功，可用于
风寒感冒所致的鼻塞、流清
涕、打喷嚏或头痛等症，常
与淡豆豉配伍（称葱豉汤），
或与生姜、红枣煎汤饮服，
对单纯性风寒感冒初起均
有较好的疗效。此外，还可
与生姜一同捣烂外敷，用于
治疗关节炎或扭伤。葱白
具有降血脂、杀菌抑菌及防
癌作用，葱叶有抗辐射、清
除毒素、强健肌肉等作用。
但表虚多汗者应慎用。

大葱
大葱按葱白长短分为

长葱白葱和短葱白葱。北
方民间不仅把大葱作为常
用食材，以大葱做煎饼，用
大葱与粳米煮粥，而且将大
葱用作养生食疗，有谚语
称：“大葱蘸酱，越吃越壮”。

大葱含蛋白蛋、脂肪、
碳水化合物、胡萝卜素，还
含有苹果酸、磷酸糖、维生
素 B1 和 B2、维生素 C 及
铁、钙、镁等微量元素，具有
抑菌杀菌、刺激唾液和胃液
分泌、增进食欲、兴奋神经、
改善和促进血液循环、降低
胆固醇等作用。

洋葱
洋葱亦名大头葱、洋葱

头、玉葱。洋葱不仅是一种
美味菜蔬，更是一种久食有
益的保健食品。洋葱入食、
入膳取其鳞茎，且有紫皮、
黄皮、白皮多种颜色之分。
其味辛甘而性温，具有健胃
理气、解毒杀虫、降压降脂
之功，可供脾胃功能不佳、
腹满腹胀、消化不良、食欲
不振，以及滴虫性阴道炎、
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粥样
硬化者食用。据现代研究，
洋葱是目前所知唯一含有
前列腺素A的植物，有防止
血栓形成和冠心病发生的
功能。

洋葱可切丝凉拌生食，
也可烹炒、做汤、做馅食，或
作为调味品使用，尚可少量
加入粳米中煮粥食。但肺
胃有热、视力模糊者应慎
食，生洋葱不宜与蜂蜜同
食。

山阳田园又添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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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环境“颜值” 探索生态惠民
发“存折”评五星

不一样的“农民之家”
本报讯（陈忆文）在山阳

镇长兴村，有这样一个“农民
之家”，他们扎根在山阳，为实
现自己的“农创梦”默默奋斗
着……

父亲朱思浩：农民科学家
今年 66 岁的朱思浩，从事

农业研究 40 余载，培育出了砸
瓜出丝的生食金丝瓜品种并获
得国内外大奖，还有获得世界
纪录认证、只有乒乓球大小的
甜瓜；他潜心研究“南果北移”
农业技术，让南方的水果生长
在北方的土地上；他发明的四
系生态自我循环农业模式不用
化肥、农药，90%的瓜果蔬菜可
以直接生食。这样一个出生于
江苏徐州的农民科学家，却与
山阳的土地有着不解的缘分。

2012年，朱思浩来到山阳，
参与了山阳田园这个集农业生
产、种植、采摘、科普研学等于
一体的综合性农业生产+旅游

示范基地的重新规划设计，并
在长兴村扎了根，租地 30 亩，
开发并创办了上海四系生态自
我循环农业试验示范基地。“以
前大家不看好实验派，认为再
好的技术都比不过学术派，现
在国家越来越重视农业科研，
以干出实事为评判标准，给了
我们莫大的鼓励。”朱思浩致
力于农业研究并热衷推广农
业技术，将农民听不懂的理
论，编辑成农业种养新技术资
料，累计发放 10 万多份；举办
农业技术培训讲座 300 多次；
生砸无蔓金丝瓜品种更是为社
会带来几千万元的效益。

长子朱冠瑾：农创宣传者
朱思浩的大儿子朱冠瑾，

曾是一名《台州商报》的记者、
编辑，与人合作开设互联网公
司，生意蒸蒸日上。当他发现
父亲渐渐发白的头发以及在
农创上付出心血却不善于宣

传后，他回到父亲身边做帮
手，朱冠瑾将自己创业赚来的
资金全部投入到了“四系”生
态农业示范基地。“这个基地
是不盈利的，我们把这打造成
一个试验示范模板，供合作对
象实地考察。”朱冠瑾说道。
基地经常迎来各地的考察团，
合作项目不仅在福建、山西、
安徽、江苏等地落地，而且文
莱、马来西亚的企业也抛来了
合作的橄榄枝。基地面积小，
他里面种植的“新、奇、特、优”
果蔬，都成了精品。“目前我们
已经拥有‘浩华’、‘四系’两个
商标，第三个商标预计明年年
初下来，是用父亲的头像来设
计的，防止被假冒侵权。另外
我们还申请了 2个发明专利、4
个实用新型专利、1 个论文著
作权、4 个软件著作权。”朱冠
瑾说。
次子朱健澄：90后“码”“农”

朱思浩的二儿子朱健澄，
学的是智慧农业物联网，如今
也加入到“四系”生态农业中。
与父亲和哥哥不同，作为 90 后
的朱健澄能熟悉运用互联网，
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很
高。通过设计小程序将公司的
最新动态投放进去，把父亲辛
苦培育出的神奇瓜果信息推送
到移动互联网中，用户可以在
小程序中进行预定和购买。小
程序拉近用户之间的联系，形
成合作关系。既保障产品的质
量，又提高了收入。朱健澄作
为一个农业信息化技术人才，
与哥哥的宣传思维相结合，利
用现代互联网技术，拓宽网络
营销渠道，多视角、多维度的与
电商相融合，充分发挥互联网
信息共享，网络传播速度快、范
围广的核心优势，提升了品牌
建设，更提高了农产品在市场
上的转化率。

近期，山阳田园引进皮划艇户外项目，新添5艘皮

划艇，天气晴朗时，可供游客泛舟湖上。另外，又放养

数只黑天鹅供游客观赏，以后游客可以近距离体验喂

养黑天鹅的乐趣。 应磊磊文/计民摄

本报讯（蔡翠霞）今年“十
一”黄金周，恰逢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游客出游热情高涨，
金山嘴景区顺利完成了长假接
待任务，接待游客约 6.52 万人
次，并实现了零事故、零投诉的
目标。

国庆当日，在渔家茶室、新
游客接待中心播放国庆阅兵仪
式，邀请游客观看节目，亲身感
受祖国的繁荣富强。渔村特色

“渔歌唱晚”是节假日不可或缺
的，游客通过欣赏渔家一台戏，
更生动地了解渔村的民俗文
化。景区最新打造的激光水幕
电影也在国庆期间启用。夜幕
笼罩，置身于景区光彩水秀中，
游客们感受到声、光、水、雾、人
为一体的艺术之美。

国庆期间景区车位一位难
求。景区联合交警、边防等部
门，并通过完善停车引导标识、
增加疏散引导力度等方式有效
缓解了停车压力。

渔村实时信息发布系统和
市旅游局的平台对接，实行人
数的实时报送，国庆期间，游客
只需通过手机，便能看到景区
目前的人流情况，为方便出行、
合理安排线路提供了便捷。

本报讯（刘晓燕）近期，海
尚居委会开展网格星级楼道评
比。通过发“存折”存积分，开启
居民参与社区自治共治新模式。

积分存折由居委会设计，
发放给每家每户。存折上网格
星级楼道评比内容包括无乱堆
物、无乱种植、无乱晾晒等 10
项内容。小区划分为 5 个网
格，每个网格成立由物业、业委
会、顾问团成员和楼组长等 7
人组成的评审队伍。每个季度
对楼道进行评定，评定结果在
楼道及宣传栏内公示。获评五
星楼道的居民可以获得五星楼
道积分存折专用章，年底兑换
小礼品作为奖励。

金山嘴渔村
国庆长假人气火爆

主题教育心得体会主题教育心得体会

本报讯 (沈永昌)傍晚时
分，居民有个习惯，就是吃好晚
饭后，纷纷走出家门，来到附近
的公园和绿地，走步道、跳广场
舞、聊家常……80多岁的张阿婆
高兴地说，现在家门口有公园，
天天傍晚公园兜兜，神清气爽，
想想也高兴。
环境整治为公园腾出空间

张阿婆家住在向阳大兴小
区，南 500 米处原有一处厂房，
乱搭建等“五违”情况严重；一
条油车港支河，被垃圾堆成
山。2017 年，该地块被列入第
三轮市级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重
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消“五
违”、清垃圾、治河道。该地块
得到彻底整治后，山阳镇在油
车港支河边原厂房的 10 多亩
土地上建了座红旗公园，成为
村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在后拆迁时代，如何让好

环境持续保持，镇党委书记孙
引良说：“山阳的乡村，镇中有
城，村在城中，村民不仅向往物
质更丰富，更向往精神文化有
新的提升，我们要让村民生活
更美好，我们就要让生态成为
居民的永续福利”。

于是，从去年起，山阳镇“一
村一公园”建设写入了政府工作
报告，计划用三年时间，投入资
金 3000 万元，利用拆迁腾出的
土地资源，在镇域内建成 14 个
不同主题的公园，让区域整治与
生态休闲建设实现双赢。
以地域特征建园留住乡愁

山阳镇地处金山新城的核
心区域，又是上海市核心镇之
一，该镇充分结合“城、镇、村风
貌集聚，海、河、园特色明显”的
特点，围绕金山区打造“城市生
态滋养地”的目标，以“美在生
态、富在产业、根在文化”为主

线，因地制宜，建富有地方特色
和文化内涵的公园。

中兴村原来有个小镇名叫
马棚。明朝时期，金山卫驻扎
军队，当时在马棚饲养战马，至
今有着饮马桥、饮马潭等地名，
中兴 7 组染坊桥头还发现饮马
用石槽数只。为充分挖掘马棚
文化内涵，并注入马棚发展的
历史沿革以及马印、马槽、马的
歇后语等文化元素，一个占地
30 亩、以马棚驿站为文化背景
的一村一公园——马棚文化公
园已经建成。在“一村一公园”
建设中，注重从村情实际出发，
努力留住乡村元素。长兴村准
备在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南门
口处建造一座健康主题公园，
让村民在充满田园风貌和农家
情趣中美在乡村，乐在农家。
共建共享提升城乡“颜值”

山阳镇建设“一村一公

园”，充分广泛听取干部群众的
意见建议，重在提升城乡颜值，
把好事做实。

在金山嘴渔村要建个公园
不是容易事。但渔业村把村北
的一块荒地和一条河浜利用起
来，打造成一个渔村文化公园，
园内不仅有绿地、步道、公厕等设
施，还有两艘曾经渔民捕鱼用的
机帆船，可供游人上船体验。东
方村地处金山新城中心位置，在
城中村改造中，这个村的高墩子
区块内，有油车港、新庵港、马桥
港等7条河道交汇，有的成断头
浜，有的成断流湖，急需整治。
村里主动与有关部门商量，各方
出力，乘河道整治契机，挖河增
绿，护岸造桥，打造水绿相融、城
景相生的生态绿核，现这一公
园景观已开工建设，预计年内
竣工。届时，市民休闲健身又
有新去处。 （本文有删节）

后拆迁时代，山阳建设“一村一公园”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
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
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
力。

自镇党委启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以来，我学习相关
文件精神，进一步理解
了主题教育的深刻内涵
和重大意义。认真学习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

纲要》、《习近平关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优秀
共产党员先进事迹选编》等书
籍，见贤思齐，进一步坚定了
理想信念。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
我深刻体会到不忘初心，就是
要永葆党心，切实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立足岗位实际，按照习
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
讲话精神，要经常主动走访企
业，沉下身子摸实情、及时了解
企业的急难愁盼问题，特别是
在企业遇到困境的情况下更要
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做好“店
小二”，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构
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同时
要勤于学习，善于学习，把自
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
工作摆进去，努力做到学思用
贯通，知信行统一，进一步提
升自己的政治素质和履职能
力，为全镇“两新”组织党组织
开展党建工作做好各项指导
和服务保障工作，助推企业实
现更高质量创新发展。

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党总
支副书记 陆 欢

不
忘
初
心

服
务
企
业

讲好平安故事讲好平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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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创平安社区 共建和谐家园

居民朋友们：
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前提保障。近年来，我镇平安创建工作取得

了可喜成绩，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

设不断加快，已经基本建成“全域覆盖、全网共享、

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智能安防视频监控体系，

“小网格”织密社会防控面，“打防结合”不断提升居

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我镇已连续6年成功

创建上海市平安示范社区，但也面临着诸多现实问

题和挑战。

平安山阳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永远在路

上。今年，在全镇居民群众的关心、支持、理解和帮

助下，平安示范社区创建工作持续发力，推进“雪亮

工程”等实事项目。我们坚持打防结合、扫黑除恶，

加强社会治安防控，惩治违法犯罪分子，持续维护

社区安全；坚持优化群众工作，不断满足群众的更

多新期待，增强群众获得感满意度；紧盯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反邪教、禁毒等工作，让居民群众居家更

安心、出行更放心、生活更舒心。在此，希望您和您

的家人、朋友、同事一如既往地支持、监督我们的工

作，积极参与平安示范区创建，全力维护全镇平安

稳定的发展局面。

当前，全市正在进行“公众安全感满意度测评”，采用电

话、入户、网络等形式进行调查，当您被接受调查或者接到以

“010”或“021”开头的“零点市场调查公司”测评访问电话时，

请您不要误认为它是诈骗电话，务必耐心接听，客观公正地

作出评价，为平安山阳点赞。衷心感谢您的支持和肯定！

中共山阳镇委员会
山阳镇人民政府

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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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镇党委、政府在高起点谋划、高质量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坚持打好“八张牌”，法治山阳建设和平安山阳建设工作创新发展，富有特

色，形成了一套具有山阳特色、符合基层实际的法治工作制度和管理体系。“法治山阳”建设已经成为山阳一张亮丽名片，平安山阳建设工作也持续发力，

让居民群众居家安心、出行放心、生活舒心，安全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今年以来，我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保持平安山阳建设的“三个不变”，即：保持城乡社会和谐稳定的工作定力

不变，平安山阳建设“三位一体”的目标体系不变，走在全区、全市前列的标准要求不变，力争今年再创上海市平安示范社区。

重拳出击 联合整治
亿横建材市场展新颜

这几天，居住在亿横建材
市场内的张先生高兴地说，我
们居住在亿横建材市场内已
10 多年，现在市场内环境整洁
了，安全隐患也少了，营商环境
更好了，真要感谢党委、政府对
市场的及时整治和管理。

亿横建材市场建于 2002
年，由于疏于管理，市场内存在
不少安全隐患，不仅违规店招
店牌多，而且车辆无序乱停，如
果发生火灾等突发事件，消防
车无法进入。建材市场内将近
160 个店铺出租用作仓库，乱
象环生。再是六乱现象严重，
废弃车辆停放多年占用通道及
公共资源，房屋周边、配电房四

周毁绿种蔬菜，建筑垃圾随意
乱堆现象非常突出，公共部位
设施设备损坏严重，居住在内
的居民要求改变面貌的呼声强
烈。

今年 4 月，镇党委、政府明
确把亿横建材市场作为整治重
点。我镇成立了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制订了整治工作方案。
通过前期逐个入户排查、逐户
发放告知书、利用大屏宣传车
连续通告宣传，开展集中清理、
突击检查和整治，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

截至目前，建材市场安全
隐患整治已基本完成，共消除消
防隐患6处，生产安全5处，市容

环境 3处，违章搭建、环境污染
各 1 处。亿横建材市场已完成
拆除违章阳光房（屋顶）7处、违
规店招店牌 203 个、违建 65 处
280平方米、跨门营业 74 处，处
置僵尸车 21 辆，整治生产安全
隐患 12 处，违法出租 12 处，规
范汽车服务2处，整治乱堆放现
象 69 处、毁绿种蔬菜 35 处，补
种绿化 35 处 36600 平方米，清
理垃圾 303 车 1606 吨，核查 85
户，清查 261 人次，实有人口登
记 1203 人，亿横市场内机动车
停车位划线已全部完成，地下
雨水管、污水管也进行了冲洗。
整治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市
场保持平稳有序稳定。

2019 年 2 月 24 日 16 时 50
分许，山阳派出所综合指挥室
接到社会面智能安防人像比对
系统预警，该系统比对到在逃
人员王某某。

原来，2018年10月8日，王
某某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
动罪，被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
局上网追逃。时间已过去三个
多月，王某某以为没事了，他来
到山阳镇金山嘴渔村游玩，金
山区综合指挥室立即指派民警
前往预警地点抓捕，将在逃人
员王某某抓获归案。

智能安防建设开展以来，

山阳派出所通过依托“雪亮工
程”、区智慧公安建设以及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在辖区 53 个
小区和 9 个村推广安装“一杆
三机”智能安防设备，9 家小区
完成 A、B 类智能化小区建设
任务，在万达商场 11 个出入
口、金山嘴渔村主要出入口等
大型商贸综合体、旅游景点安
装人脸识别系统，通过前端采
集、后台比对，对在逃、涉毒等
人群实时预警，进一步提升了
社会治安防控能力，维护社会
治安稳定,有力保障了市民的
安全。

沈花芳是海趣居委会楼组
长、平安志愿者、平安网格员。
多年来，她满腔热忱，默默奉献
着自己的力量，不论严寒酷暑，
总是主动参与到每一次巡逻
中。去年某天早上，沈花芳在
楼道微信群里焦急地呼喊：“谁
家地下车库冒烟了，大家都快
来看看！”该楼栋的居民看到信
息后，纷纷下来查看。大家一

一排查下来，发现是四楼业主
的车库着了火，沈花芳却发现
四楼业主不在围观人群中。幸
好她作为楼组长，早就存储了
楼栋每一家住户的联系方式，
她立马找出四楼业主的手机号
码，通知其回家查看情况。四
楼业主赶回来后，确认是他停
放在地下车库充电的电动车着
火了。此时，地下车库内已经

充满烟雾，视线受阻严重。沈
花芳赶忙从家里拿来两条毛巾
打湿，一条递给四楼业主，一条
用来蒙住自己口鼻。二人拿着
2只灭火器冲进车库，业主循着
记忆靠近停电动车的地方，“哗
哗”火终于被扑灭。沈花芳长
舒了口气，欣慰地笑了……

平安宣传进学校平安宣传进学校

平安宣传进企业平安宣传进企业平安宣传进社区平安宣传进社区

山阳派出所通过智能安防系统成功抓获1名逃犯

惊险！地下车库冒烟了……

智能安防作用大 逃犯入网无路逃

平安志愿者风采平安志愿者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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