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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方几个月前提拔当了副镇长，

老娘还是一点没顾他的面子，“上班”

时间比以前还早。他上班的地点在

镇政府办公室，老娘“上班”地点在附

近几个居民小区的垃圾桶。说白了，

老娘就是个捡破烂的。

这天，秦方带着市容所所长和几

个相关工作人员，去各小区检查正式

实施垃圾分类前的准备情况。在一

个居民小区里，他远远看见老娘的头

埋在垃圾桶里，不时扔出一只塑料可

乐瓶，接着又是一张硬板纸，一下子

感觉汗都要从脸上淌下来了。领导

在检查，却出现这种情况，陪同的小

区物业经理脸上的汗也“唰”地下来

了，连忙跑过去把桶盖盖上，说：“老

婆婆，你不能这样，这些垃圾都是大

家按照要求分好的，你这乱翻一通，

又都混在一起了。”

老娘抬头看看物业经理，又看看

远处的秦方，一边把瓶子塞进袋子，一

边说：“我一个老太婆，一不偷二不抢，

怎么连捡个垃圾都不可以啦？”秦方站

在原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正尴尬

着，幸亏手机响了，连忙装作接电话，

招呼其他人拐向另一条路走了。

晚上吃好饭收拾干净后，秦方再

次恳求老娘：“我说妈呀，现在你儿子

我好歹是个镇领导了，你就别再出去

捡垃圾卖钱了，你看你自己的退休金

都用不完。而且你这么大年纪，天天

在外面我工作也不放心啊。”老娘望望

秦方说：“我的身体好得很，啥时要你

端过饭拿过药了？还是白天那句话，

我一不偷二不抢，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你说到底哪里让你丢面子了？再说，

你爸又不在了，我在田里干了一辈子

活，现在你让我天天一个人蹲在楼上，

闷都闷死了，你希望我闷死啊？”

“不不，我当然希望你长命百岁，

可是，可是……”秦方发现老娘虽然

没读过几天书，但刚才说的三句话水

平实在太高了，没半个让他反驳的漏

洞，只好在心里叹口气，从公文包里

拿出件黄色的马甲递给老娘说：“妈，

那以后你就穿这件马甲出去吧，你看

后面有‘环保志愿者’几个字，人家就

把你当成为社区服务的志愿者了。”

老娘接过马甲看看又摸摸，笑着说：

“倒是挺好看的。那穿了它还能捡垃

圾卖钱吗？”“可以可以，但是你可不

能乱翻垃圾，翻了也要整理好。上海

规定 7 月 1 日后扔垃圾要分为四类，

我们家更要这么做。哪四类我来告

诉你，第一类是——”

转眼几天过去了，这天，老娘问秦

方：“小方啊，妈穿的志愿者衣服还有

吗？我们老家拆迁前隔壁的李婆婆，

还有后面的林阿姨都想要。”秦方顿时

有点哭笑不得：“这件马甲有这么好？”

老娘听了哈哈一笑说：“自打妈

穿了这件马甲，居委会和物业的人再

也不赶了，有时候垃圾多了还笑眯眯

地帮妈拎着送到地下室呢。”秦方一

听，突然觉得这倒是全社会参与垃圾

分类的一个好现象，说：“衣服没问题，

明天多拿几件回来。妈，我觉得你以

后也不要到别的地方去了，把李婆婆

们组织以来，穿上黄马甲，就在我们家

小区里干，能卖钱的你们拿走，其它的

帮助物业分好类。就是——”，秦方指

指家里的垃圾桶，

“你们真的知道怎

么分吗？我们发现

连有些居委会的工

作人员都还没分清

哩。”老娘白了他一

眼，说：“你娘读书没你多，但还是生

出了个当镇领导的儿子，没那么糊

涂！”

离 7月 1日正式实施垃圾分类的

时间越来越近了，区长到镇里突击检

查，秦方陪着一连看了几个小区，都

觉得变化是有了，但是离真正分类还

是有点距离。到了秦方家的小区，却

发现每个投放点都有两三个穿黄马

甲的老太太在现场整理，不但分得井

井有条，还不时指点着扔垃圾的人。

区长来了兴趣，在门口问一个老

太太：“老阿姨，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

么，说说平时是怎么给垃圾分类的？”

老太太抬起头说：“这太简单了，以前

家里都养猪，呶，你看，猪能吃的是湿

垃圾，猪不吃的是干垃圾，猪吃了会

死的是有毒垃圾，卖了能买猪肉吃的

是可回收垃圾。”

“哈哈哈……”区长听了不禁笑

起来，“这个方法好，接地气，民间智

慧啊！老太太，谢谢你啊。”区长又看

看秦方说：“小秦，我要批评你了，还

是没有深入基层啊。马上调查一下，

这是群众自发的，还是居委会组织

的？这么好的志愿者形式，这么接地

气的民间智慧，为什么不在全镇推

广？甚至可以在全区推广么。”

秦方感觉脸上的汗又要淌下来

了，愣愣地看着老娘一副得意的样

子，心里嘀咕：我能说这是我老娘，这

件黄马甲还是我给她的吗？

2012年冬，为教育事业奉献了一

辈子的王联耕临近退休，放下了行政

管理工作，退居二线。对他而言，唯

独放不下的有两样，一是学生，二就

是围棋。放不下学生，是因为他从投

身工作到临近退休始终与学生为伍，

与教育为伴；放不下围棋，则是因为

他于 2002 年在张堰成立了青少年围

棋俱乐部，成了张堰乃至金山青少年

学习国粹围棋的带头人。

“咚咚咚！”

正做着教案的王联耕被一阵敲

门声打断了思路，抬头看到门口站立

的孩子时，又立刻露出微笑，轻声地

说道：“是王俊呀，进来，快进来吧！”

王联耕对王俊非常熟悉，他是高

一年级中家庭较为困难的孩子，但学

习成绩却很好。他伸手摸了摸王俊

的头，柔声说道：“王俊，有什么事情

要跟老师说吗？”

王俊鼓起勇气抬起头说道：“老

师，前天我爸爸是不是来找过您，他

想今天请您去我家吃顿饭？”话刚说

完，又低下了头。

王联耕看了看手表，又看了看眼

前这个聪明的孩子，实在不忍心一口

回绝孩子，便不确定地说到：“王俊，

老师今天还有个会，不一定能过去。”

说着，想了想又说，“你看这样好不

好，如果会议结束得早，我就过来，好

吗？”

王俊急切地问：“老师，您答应

了？”王联耕点了点头，说：“不过，要

是会议结束得晚，就可能来不成了。”

当天晚上，王俊的父母准备了一

桌子家乡的特色菜，有鸡有鸭，异常

丰盛，在王俊的印象中，比过年还

好！他帮着父母打完下手后，就一直

站在家前的场地上，遥看着公路上的

一个个人影。

随着时间越来越晚，王俊越来越

焦虑，正当王俊捡起身边的石头狠狠

扔到远处时，身后传来了父亲的呼喊

声：“王俊，王老师来电话了。”

王俊立马就往家里跑，刚进家

门，就见父亲挂了电话，呆呆地坐在

饭桌前，轻声叹息道：“王老师说他会

还没开好，今天来不了了。”王俊听

了，鼻子一酸，扑到桌子上哭泣起

来。王俊妈也抱怨道：“老王，我们家

条件这么差，还要拜师父，人家王老

师能瞧得上我家王俊吗？”

原来，王俊刚上高一，班主任就

要求班里每位同学都要报一个兴趣

班。父亲听说王联耕老师不仅是王

俊的语文老师，而且还办了个青少年

围棋班，就想着让王俊跟王联耕老师

拜师父学围棋。

看着眼前的一桌子菜，母亲心如

刀割，夫妻俩靠着租田种田生活，就

算是过年也没准备过这么多的菜，真

是可惜了。父亲一声不吭，自顾自地

拿出一边正温着的黄酒，闷头喝了起

来。原本低声哭泣的王俊抬头看着

父母的神情，擦了擦眼角的眼泪，轻

声说道：“可能王老师真的还在开

会。爸妈，我相信王老师不会嫌弃我

的！”可是当他的眼角看见自家破破

烂烂的客厅，甚至连吃饭的八仙桌也

是那么破时，他又感到自己的想法无

比幼稚。

第二天，王俊没去上学。因为，他

怕到了学校，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王老

师。于是，他做了人生的第一次逃兵。

到了晚上，八仙桌上依然是满满

的一桌子菜，虽然经过加热，但却都

是昨晚的菜。王俊心里微微叹了口

气，正想拿起碗筷时，母亲却说道：

“人还没齐呢，你急什么？”

话刚说完，就见父亲引着王联耕

老师走进了客厅。看到王俊坐在八仙

桌旁边一动也不动，父亲立刻喝道：“小

崽子，没见王老师来了吗，也不叫一声，

还不快点把黄酒再拿去温一温！”

“嗯，王老师，您坐！我这就去温

酒！”王俊顷刻高兴地站起身来，拿起

黄酒要去温。

王联耕见状，立刻劝阻道：“王

俊，老师不喝酒，不用去温了。还有，

你爸跟我说，你想学围棋是吗？”王俊

连忙点了点。王联耕又笑着说：“那

你跟着我，可要认真学哦。”

听到这，父亲连忙说道：“王老

师，既然您都答应要收王俊做徒弟

了，您怎么能不喝这杯拜师酒呢？王

俊快去温！”

王联耕见实在拗不过，没等拿去

温，就一把接过王俊手中的黄酒，猛

喝了一口。王俊和父亲连忙惊呼：

“老师，这酒还凉！”

王联耕却笑着对王俊说：“王俊，

这拜师酒，不会凉！我只有一个要

求，那就是既然要学就不能轻言放

弃，这就跟做人一样，要持之以恒！”

王俊连忙说：“好，我一切听您

的！”

老 李 头 年

过七旬，早年丧

妻，一个人带着

一个智障儿子，

家中的几亩地

也无法继续经

营，自己留下七

八分地建了个

大棚，其他的出

租给了江苏来

的草莓种植户老朱。

今年春节，新冠肺炎来势汹汹，

村里的青壮年都加入到抗疫的第一

线去了，老李头因身体原因无法参

加志愿活动。他每每看到新闻里的

抗疫事迹总会热泪盈眶，总想为村

里做点什么。他想到种在大棚里的

草莓开始熟了，他就让儿子去采些

回来他拿到菜场去卖，由于草莓个

头均匀、新鲜多汁，很快就卖完了。

老李头将卖草莓的钱一张张叠好，

又从皮夹子里翻出了一些钱，凑满

了五百元，他用报纸将这些钱包好

来到了村委会。

刚走到村书记办公室门口，就听

见里面传来熟悉的声音：“书记，我来

报到。”书记说：“老朱呀，按规定返沪

人员要居家隔离 14 天，放心，你的草

莓村里会帮你想办法，来先把承诺书

和健康信息表填了。”原来是老朱从江

苏老家回来了。书记转眼看见老李头

在门口，连忙招呼着进门：“李叔，你怎

么来了，你身体不好，现在这个时候尽

量少出门。”老李头向村书记递上用报

纸包得严严实实的钱说：“书记，你放

心，我已经好很多了，这是我的特殊党

费，我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就向组织表

达一份心意。”村书记打开报纸，看着

这十元、二十元、五十元一张张叠得整

整齐齐的钱动容地说：“李叔，你每月

配药治疗还需要钱，这钱你还是留着，

心意组织领了。”老李头哪肯拿回去：

“这么多年村里一直照顾我们爷俩，现

在国家有难了，我再怎么困难也要尽

我的心，书记，你就收下吧！为一线的

人员买上点抗疫物资。”

一旁的老朱已给老李头翘上了

大拇指，掏出钱也要交特殊党费，村

书记告诉老朱，他的组织关系不在这

里，特殊党费无法交纳，可以交到他

的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或者向红十

字捐款。老朱无奈地把钱又塞了进

去，说：“等我隔离期满了，你用得上

我的尽管说，我义不容辞！”书记说：

“好！那现在我让志愿者随你一起

去，到家后就要上封条了，生活上有

什么需求你也跟志愿者说。”老李头

连忙说：“书记，你如果信得过我，就

把这事交给我吧，我和他住得近，也

方便，不用志愿者跑来跑去的。”书记

问：“你身体能行吗？”老李头说：“没

问题的，你放心吧。”老朱也拍着胸脯

说：“书记，也请你放心，我一个人怎

么都行，14 天里，没有特殊情况也不

会给老李添麻烦的，就是这些个草莓

要麻烦书记了。”村书记说：“行，没问

题，你就安心在家‘战斗’。”

一路上老李头感谢老朱给他传

授种草莓的技术，以及日常的各种帮

助，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来到了老朱住

的地方，老朱进屋后，老李头帮他贴

上封条后，又到自家的田头看了看，

意外的发现红彤彤的草莓还长在地

里，再到老朱的草莓大棚看看，发现

有几段草莓稀稀拉拉，一粒红果都没

有。哎呀，肯定是智障儿子采错地方

了，也怪自己没跟儿子讲清楚。

第二天，老李头决定带着儿子到

田里头把熟了的草莓摘了后去卖，把

钱还给老朱，一到地里就看见有几个

人在老朱家采草莓，他赶忙跑过去阻

止：“你们赶快住手，要不然我报警

了！”只见从棚里走出来一个熟悉的

身影，笑着对老李头说：“李叔，是我

呀，这不老朱在隔离嘛，我怕他的草

莓烂在地里，就发动了朋友圈里的朋

友们错时来采草莓，这个事情我跟老

朱说过了，也要了他的二维码，待会

儿草莓过好秤钱就直接付给他了。”

原来是书记，老李头有点不好意思：

“书记，你们都带着口罩一下子没认

出来，我还以为是偷草莓的呢。书

记，你们事多，要不把这活也给我吧，

反正都是老朱的事，我一起揽了。您

把安排的采摘时间段给我，我来负责

他们的采摘和过称。”书记想了想说：

“那就辛苦李叔了！”

于是，老李头每天都要去两个地

方，白天是老朱的草莓地，傍晚是老朱

的居住地，他会给老朱带点吃的，然后

搬个板凳在门口陪老朱说说草莓的

事，谈谈抗疫的事。很快老朱居家隔

离的 14 天马上要到了，解除的前一

晚，老李头像往常一样来到老朱的居

住地，把吃的和一包东西一同放到了

门里边，老朱拿起吃的，打开那包东西

一看，是一叠钱，数了数有三百多，他

纳闷地问老李头：“老李，你给我钱是

啥意思呀？”老李回答说：“那是卖草莓

的钱。”老朱更困惑了：“草莓钱不是都

用二维码支付的吗？”老李说：“这是我

的这份，还记得你回来的第一天我去

村里交了党费吗？那钱是卖了你家的

草莓得来的，我那儿子以为那块地还

是我们家的，捡个头大的好的草莓给

采了卖了，我也忘了那时候有几斤草

莓，只有把家里能卖的草莓先卖了，把

钱先还你。”老朱听着有点不高兴了：

“这些钱我不能收，这两个礼拜你又是

帮我送菜，又是帮我卖草莓，我都还没

付你钱呢，再说你这钱是捐给党组织

作为特殊党费支持抗击疫情的，我更

加不能要了，就算你带上我一份呗。”

老李很执着，他告诉老朱一码归一码，

该还的钱还是要还的，他给老朱带的

吃的都是自家自产的，不花钱，草莓也

是村书记联系给卖的，自己也没出

力。老朱拗不过老李头，就说这钱先

收下了，后天下午麻烦他去一下村委

会，有事要找他帮忙，老李头爽快地答

应了。

按照和老朱的约定，老李头下午

早早地来到了村委会，但就是不知道

老朱要让他帮啥忙，问了也不说，只

是说到了就知道了，正纳闷着一辆小

货车开进了村委会，上面装着草莓、

牛奶和饼干，还拉着横幅：一颗红心

向党，满怀赤诚战“疫”！车上下来了

老朱，他对老李头说：“今天我们两位

老党员再向组织上交一份特殊的党

费，向一直奋战在一线的村干部和志

愿者们表表心意，可好？”老李头不知

道老朱会来这一招：“这把我拉上不

合适吧？”没等老李头撇清，老朱已走

向村书记：“书记，虽然我组织关系不

在这里，但我也是有着几十年党龄的

老党员，您这次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老李又整整服务了我两个礼拜，为了

表达我的心意，我用卖草莓的钱买了

些吃的喝的，再把剩下的红草莓也一

起采了，作为我和老李的特殊‘党费’

交给组织，这次您一定要收哦！”书记

感激万分：“收，收，谢谢两位老党

员！”

草莓情 □周海春

小秘诀
□袁卫杰

张堰中学高一学生王俊，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为了学习围棋，父母特地斩

鸡杀鸭，烧了一桌好菜，请王联耕老师赴宴，并让儿子拜王老师为师父。但酒

菜烧好了，王老师却迟迟未到……

拜师酒 □陈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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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莲、石榴花、美丽月见草……

金山夏花绚烂 你我周末相约

消费的参谋消费的参谋 维权的后盾维权的后盾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不少夏花也

开始绽放。趁着周末的好天气，不如

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看花吧！

睡莲·金山好人公园
睡莲因白天开花，晚上闭合，次

日白天再次绽放而得名，同时也因为

昼舒夜卷的特性而获得“花中睡美

人”的称号。金山好人公园里的睡莲

目前已开始绽放，不过想看睡莲的市

民，还是要趁早，一般下午 4 点之后，

睡莲就会闭花。除此之外，龙山路战

斗港内也有零星的睡莲。

石榴花·前京大道
石榴花一般在 5月底 6月初开始

开花，花期比较长，在前京大道旁，几

棵石榴树虽然已开花，但还是有很多

花苞含苞待放，再过一周左右，满树

开花，届时景色一定更加美。

秋英·新城公园
低头见黄色海浪，闭眼嗅四溢芬

芳。在金山新城公园里，大片的黄秋

英绽放正当时。

大滨菊·新城公园
大滨菊的花朵呈白色，花心是与

之相衬的黄色，傍晚的新城公园里，

夕阳透过花瓣洒落下来，也是一道绝

美的风景线。

紫娇花·新城公园
仔细观察紫娇花的花型，宛如一

个紫色的六芒星，一株株紫娇花串联

成片，汇成一片紫色的海洋。

美丽月见草·新城公园
纤薄的花瓣带着丝丝纹路，花朵

如杯盏状，花蕊呈鹅黄色，阳光照耀

下，显得格外娇嫩。

红千层·新城公园
红千层花开呈红色，花型犹如红

色的瓶刷子，层层排列成圆柱形，顶

部竖着几片绿色叶子，特别可爱，是

一种观赏性的花卉。不过这种花在

金山好像并不多见，新城公园里只有

三棵，有兴趣的市民们，可以去找找

它们在哪里。

记者 朱林 朱磊

工作了一上午，90后小王放下鼠

标、拿起手机点开了微信对话框。和

绝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小王聊天时最

常用到的就是各种有趣的表情包。

这次她点开了一个全新的表情包，只

见一个元气满满的蓝色卡通娃娃跃

然于屏幕之上，萌萌地打着招呼。原

来，这就是团区委在 5月 16日正式推

广的系列表情包——“金小团”。“看

到周围人都在用，我就下载了，挺可

爱的，还使用了很多热门网络用语，

很有意思。”小王说。

“‘金小团’表情包的诞生，来自

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金山靠海，我们

就想到了把海洋元素添加到表情包

里，”团区委宣传工作负责人金文娴

介绍道，“我们采用了一个可男可女

的蓝色娃娃形象，蓝色既代表着大

海，此外我们还选择了绿色、红色和

橙色，这取材于金山团青的标志。一

颗红心印在胸口，头部是‘五角星’信

号接收针，意思是年轻人正确快速地

接收新信息，一心跟党走。”据了解，

“金小团”表情包在 5 月 15 日上传微

信表情开放平台。目前，这一套表情

包共有 24 个，截至 5 月 20 日，“金小

团”累计下载总量为 272 次，累计发

送总量达1314次。

“金小团”的受欢迎与表情包的

内容分不开关系。“金山最靓的仔”

“奥利给”“emmmm”……一张表情动

图加上一句热门的网络用语，还有

“隔间么间撒么间”“呐哈办”等金山

人熟悉的金山话。“金小团”表情包汇

集了时下流行用语、颇具地域特色的

金山方言以及正能量语言，礼貌又不

失可爱，实用又接地气，在使用者中

收获了很好的反响，也让更多人体会

到了金山方言的魅力。“我们希望通

过表情包的形式，走进青年人的世

界，消除彼此的距离感。同时也将

‘金小团’作为我们发声的方式，通过

正能量的语言，引领青年们成为积极

向上的人。”金文娴表示。

接下来，团区委有望推出升级版

“金小团”系列表情包，增加“ok”“收

到”等更加实用的表情动图。

记者 项竹彦

荔枝上市的季节到了，先别忙

着吃吃吃,食用前这些事项要了解。

吃出上火。吃荔枝之所以会

“上火”，是因为荔枝糖分高，且果肉

比较容易塞牙，高糖分残渣给口腔

内细菌以生存的养料，导致口腔细

菌大量繁殖造成牙龈炎症，容易出

现牙龈浮肿、口腔溃疡、甚至牙痛等

症状。

吃完荔枝后多喝水，喝点淡盐

水，或者其它“下火”的东西，大多有

着补充伤口附近细胞水分和消炎的

作用，也就缓解了牙龈肿痛、喉咙疼

等症状了。

吃出痘痘。不少人吃完荔枝后

发现痘痘长得更厉害了，那是因为

荔枝的含糖量高达 17% 左右，高糖

分会增加血糖负荷，进而使痘痘变

得更严重。至于那些吃荔枝流鼻血

的人，很可能是对荔枝不耐受，不宜

食用。

吃出酒驾。开车不要吃荔枝，

不然很容易被误判为酒驾。荔枝储

存过久，会发生无氧呼吸，产生酒精

和二氧化碳。荔枝的高糖分让口腔

细菌代谢加速，产生酒精、乙酸、甲

烷等物质，引起酒精测试仪的误

报。吃完荔枝记得漱口，若被查到

可申请验血，证明清白。

吃出低血糖。由于荔枝的果糖

含量高，大量进食荔枝后，果糖不能

及时转化成葡萄糖，却会刺激胰岛

素分泌，从而出现“突发性低血糖”

症状，轻者头晕、口渴、恶心、出汗、

肚子疼、心慌，严重的甚至会发生昏

迷、抽搐、心律不齐。

食用荔枝的禁忌
不宜空腹食用。空腹食用会刺

激胃粘膜，出现胃痛胃胀症状。

一次不宜吃太多。短时间内进

食太多荔枝则会导致大量果糖积累

在血管里，致使转化酶“供不应求”，

不能及时将果糖转化为葡萄糖。另

外果糖还会刺激人体分泌胰岛素，

从而导致血液内葡萄糖供不应求，

出现低血糖症状。

糖尿病人慎食。荔枝含糖量

高，糖尿病不宜食用。咽炎或扁桃

体炎患者、阴虚火旺、痔疮、便秘、血

热等症不宜食用，以免加重病情。

如何挑选荔枝？
一看：凹凸不平纹路深的荔枝，

通常果核较小。龟裂片相对较大并

且规则的荔枝，口感较好。

二捏：捏荔枝底部，能够明显感

到坚硬的说明果核较大，捏起来偏

柔软说明果核较小。

三摸：水润圆滑的荔枝新鲜，尽

量在有保鲜柜或有冰块一起存放的

商家选购。

本报讯 （记者 朱林 朱
磊）近日，亭林雪瓜上市，受到

不少市民的喜爱。

走进亭林雪瓜基地的大

棚里，果农们正在田间采摘，

一个个矮矮胖胖，白中透青的

雪瓜“躺”在藤蔓间，显得十分

可爱。据观察，今年的雪瓜跟

往年的有些不一样，往年的雪

瓜外形基本是上窄下宽的，但

是今年的雪瓜外形要更加扁

圆一些。基地负责人周克俭

介绍说，这才是雪瓜最初的样

子。

亭林雪瓜是沪郊的“四大

名瓜”之一，有着百余年的种

植历史，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基因退化，雪瓜的外形和口感

逐年变差，甚至一度消失在人

们的视野中。经过全力抢救，

以及基地方面这几年不断提

纯复壮，百年前雪瓜最初的样

子再一次呈现在人们面前。

现在的雪瓜外皮特别薄脆，果

肉十分软糯，中间带籽的部分

是甜度最高的部分，一口吃

下，脆糯甜香，所有的感官同

时刺激，口感俱佳。

目前，亭林雪瓜基地里

的雪瓜已陆续成熟，销售价

格为 100 元一箱。去年亭林

雪瓜也拿下了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在保护优质特色产品

和促进特色行业的发展上更

进了一步。明年，基地也会

扩大种植面积，还会推出衍

生产品，如由亭林雪瓜做成

的酱瓜等。

本报讯 （记者 项
竹彦）房地产市场正在

逐渐“苏醒”。据了解，

“五一”期间，我区房产

网 签 加 订 购 量 是 113
套，几乎达到第一季度

网签加订购量的一半。

网签指的是交易双

方签订合同后，在相关

部门进行备案并在网上

公布的过程。网签量与

房屋销售量具有一致

性，网签量大增意味着

房地产市场“小阳春”已

来临。

金山建邦国宸府售

楼处于 3 月底复工，在

这之前处于暂停营业的

状态。随着疫情逐步好

转，房地产企业复工复

产有序推进，4 月以来建邦国宸府迎来

了一波购房小高峰。据了解，自 4 月 1
日起至 5 月 5 日，金山建邦国宸府售楼

处共售出约 50套房，占总销售量的三分

之一。房屋销量大增与其推出的个性

化活动有着密切关系。“除了底楼和顶

楼，我们推出房屋总价优惠 8 万 5 千元

的促销活动，而底楼和顶楼总价最高可

优惠 14 万 7 千元。”售楼处工作人员张

海英介绍说，“同时，我们还推出‘老带

新’活动，老客户带新客户来买房，可免

多年物业费，新客户也能享受一定优

惠。”

随着疫情防控趋缓，更多客户愿

意出门看房，并在“五一”期间形成了

一波集中释放。“小长假期间，我们共

售出 24 套房，总金额达到 3943 万元。”

金山新华御湖上园售楼处营销总监陈

明明介绍道，“由于我们的项目刚开盘

不久，开盘热度一直延续，房源充足，

房型、面积等优势也比较明显。而且

我们组织了丰富的暖场活动，同时进

行了阶段性的特价房供应，总价可优

惠 3 到 5 万元不等，吸引了许多客户到

访。”

接下来，将有不少楼盘推出新房

源，为市民提供更多购房选择。目前

在建的楼盘有建邦华庭、金豫兰庭、依

云雅苑、海皓馨园二期等，此外，香颂

丽景园和依云四季苑两个楼盘计划于

本月底开盘销售。

金
山
房
地
产
市
场
回
暖

购
房
﹃
小
阳
春
﹄
初
显

亭林雪瓜上市

金山人专属的表情包来了
“金小团”让你成为聊天群里最靓的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