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伤筋动骨

开发商眼里的“ 鸡肋”地块被周边居民“ 化废为宝”
与其荒废不用 不如开个“ 开心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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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在浦东新
区金桥区域，一块十来亩左右的荒地
被周边的居民开垦成了菜园，里面各
色蔬菜长势茂盛，不知情的还以为这
是片蔬菜种植基地。日前，记者实地
走访了这处位于都市中的“ 开心农
场”，被开垦出来的菜地整齐排列
着，几位老人正在给蔬菜浇水、施肥、
拔草，一派田园景象。如果周围没有
高楼大厦，很难让人想到这是在城市
之中。

开发商看不上眼 居民垦荒变良田
清晨时分，当记者站在位于五莲

路东陆路路口的立交桥上，只见引桥
边上的空地上葱葱郁郁一片绿意盎
然，远处还有金灿灿的油菜花迎风摇
曳，但隐约间，在绿地中忙碌的身影
似乎不是普通的园林绿化养护工，相
反他们或是扛着锄头，或是拿着农
具。走到近处仔细一看，可以发现，原
来这些绿色植被不是普通的绿化，而
是各种各样的绿叶菜，相应的穿梭其
中的人们，正是这菜地的主人，他们
正在打理自己种植的蔬菜。

这片空地被周围一圈栅栏围墙
隔开，从边上一扇小门进入菜地可以
发现，这片地被较为规整地一块块划
分开来，记者看到，虽说是小小的一
片地，但种植的蔬菜品种倒是不少，
有生菜、草头、油菜、芹菜、蚕豆、雪里
蕻等。难道这是社区专门搬来个现实
版的都市“ 开心农场”供居民们消遣
放松的吗？正在菜园里松土的一位居
民解答了这个疑问。

“ 说到种菜，这里的历史可比网
络上的‘ 开心农场’长多了。这里开
发前原本就是一片农田，后来周边都
被开发商一块块地圈走了。”住在附
近的一位居民张阿姨告诉记者：“ 只
剩下这块地，因为地方不大，很多开
发商来看过后都觉得这块地皮很难
被利用起来。所以长久以来就处于没
人看管状态，变得野草丛生，名副其
实成了荒地。”

于是抱着废物利用的初衷，周边

一些居民开始了垦荒之路。今年78岁
高龄的陈阿婆告诉记者，在这片尚未
开发的时候，她就是在这里种地的农
民，现在看着这么好一块地荒废在那
里觉得挺可惜，“ 要是不打理就会长
草，长到一米多高，我们以前就是农
民，现在搬进公房闲来在家也没事，
就在这里种种菜，既当锻炼身体，也
能打理下这块闲置的土地。” 据了
解，在这里种蔬菜的大多是住在附近
的居民，由于这里正好靠河边，浇灌
起来也很方便，所以久而久之，一大
片荒地就成了菜地。

种菜不怕被偷 种的过程就为开心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菜园的

主人们每天早上都会来忙活两三个
小时，根据季节不同，居民们去采购
不同的种子，被精心照料的果实长得
很好。而与网上“ 开心农场”相似的
是，这里的“ 偷菜”事件也会不定期
地上演，大家种的菜常会招致一些路
人顺手牵羊。不过对此，这些“ 都市
菜农” 们倒很看得开。李阿婆笑着
说：“ 偷了就偷了呗，反正也不是什
么很金贵的东西，收割以后也是自己
吃或者送给家人，也就不管那么多
了。种田本来是为了开心，如果把看
菜地变成了一种心理负担就没意思
了。”一位正打算离开的居民表示，
现在外面市场上菜价较贵，又有很多
食品安全问题，吃自己种的菜实惠又
放心。

据悉，除了像陈阿婆、李阿婆这
样农民出身的老浦东外，还有一些
从别处动迁来此的居民也在这里找
到了一份田园野趣。“ 我是跟着邻居
过来玩的，一开始老是觉得吃他们
种出来的蔬菜不好意思，就来帮着
浇浇水。后来干脆他们辟出一小块
给我来玩玩，现在我跟我们家老头
子几乎天天往菜园里跑，还真当回
事情在做。”今年52岁的刘阿姨跟丈
夫都是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在退
休后能找到一份田园闲趣两人都很
开心。

本报讯 见习记者 苏文俊 本
报3月30日刊登的从市民信箱“ 市民
热线”转来的投诉《 公寓底楼出口
高悬“ 达摩克利斯剑”居民进出头

“ 顶”碎玻璃一年多无人管》。该报
道日前引起了普陀区房管局的重
视，并要求良宇物业做出整改措施。

普陀区房管局联系到本报称，
“ 看了青年报刊登的这篇报道，报上

说存在安全隐患，现在已经让物业
先将玻璃拆除，然后再处理，可能需
要一点时间协调。”记者昨天致电普
陀区房管局，许先生证实，房管局已
经与良宇物业沟通，排除安全隐患。

普陀区房管局“ 原先要求良宇
物业将楼下遮雨棚的碎玻璃拆除，
不过这些玻璃拆除后，就失去了遮
风挡雨的作用，下雨天雨水会漏进
大楼底层的大厅内，所以将原先拆
除的计划改为在碎掉的玻璃底部加
装挡板。”这样一来排除了安全隐患
又能保证遮雨的功能。

记者在现场看到，5号楼底楼出
口处上方的玻璃遮雨棚中，其中一
块碎裂的钢化玻璃底部加装了一块
木板。记者联系到向本报投诉的林
先生，他称，前几天物业的人来过，

“ 只处理了一块，另外两块下面还没

装，不过没有装的那扇门已经封了
不走人了。”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
林先生似乎还不够满意，“ 先看以后
怎么处理吧，看他们换不换玻璃，这
样放着也不叫个事，我们居民么肯
定希望善始善终的。”

采访中，另一些居民也表示，只
要能把安全隐患排除了就会满意。
一位住在5号楼的老先生表示，以前
一直会避开这块玻璃，现在加了木
板放心点了，“ 坏了一年都没人管，
现在总算有动作了。” 其他居民表
示，虽然“ 吃相”有些难看，但总算
出门不会担心脑袋开花了。

本报讯 记者 丁烨 希望留住美
妙的瞬间，却缺乏足够的摄影知识与
实践，是大多数青年人的苦恼。根据
青年人需求，长宁区新华街道团工委
近期举办了“ 青春·映像”摄影技巧
培训活动。由社区单位的资深摄影人
担当培训班的老师，旨在为帮助青年
人提高摄影技巧的同时以影会友。

日前，伴着明媚的春日阳光，系
列培训班在新华社区青年中心东方

社区信息苑新华苑会议室拉开了的
序幕。来自社区近30名团员青年参加
了首期活动。镜头、快门、感光度、曝
光速度⋯⋯摄影人华亚用画图、原理
加照片的形式为大家解析这一个个
半熟的摄影术语，又在提问互动环节
帮助大家温故这些摄影知识。培训活
动后新华社区还将组织摄影“ 青春·
映像”摄影比赛，让大家感受人文新
华的魅力，在收获培训的成果。

新华社区“ 青春·映像”
摄影技巧培训活动拉开序幕

》旁观者

不过对于这片菜地，周边的居
民就意见不一了。有居民觉得这种
菜地和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不符，
而且眼看夏天就要来了，给菜地施
肥 带 来 的 臭 味 会 招 致 很 多 蚊 虫 。

“ 如 果 改 建 成 街 心 花 园 或 者 停 车
场，一方面比较美观，另一方面也
会给很多居民带来便利和益处。”
每天途经此地的张小姐告诉记者，
这种行为不可取，而且绿化带里的
菜园也不美观。她建议有关部门介
入调查，要求相关部门早日“ 退耕
还绿”。

“ 种菜总比长成野草没人管好，
而且看过去像绿化一样无伤大雅，另

外对于种菜的居民来说也多了一份
乐趣。”但同时，住在附近的居民徐
先生也指出，市政道路沿街的绿化设
施是提前规划好的，属于公共设施，
改成了菜园毕竟不好看，也影响市容
市貌，所以还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做统
一规划。

面对来自旁人的非议，不少在
此地务农的居民坦言，“ 我们也了
解这个情况，所以如果哪天政府要
来统一开发了，我们自然会二话不
说地离开。毕竟当初菜园是擅自开
垦，目的也是为了解闷，真要是这块
地没了，也就没了，我们都拎得清
的。”

有点影响市容 还是“ 退耕还绿”好

《 公寓底楼出口高悬碎玻璃》后续
原遮雨棚碎玻璃处已加装木板防止碎片掉落

碎裂的玻璃被临时替换成木板。 本报见习主者 丁嘉 摄

美式精致家居门外的停车位。 本报见习主者 丁嘉 摄

本报讯 见习记者 苏文俊 近
日，本报接到投诉称，成都北路、北
京西路转角一家商店，在宽敞的人
行道上，设了六个停车架、划了六条
停车线，并标着“ 专用车位”四个
字。该位市民表示，这个占用人行道
的停车点位于美式精制家具门口，
是否经过哪个部门批准？

路人质疑
车进车出添堵 店家非法占道？

记者来到成都北路北京西路路
口，一家名为“ 美式精制家具”的门
面商店门口，划着六条停车线，地上
还有停车架，不过人行道不算太窄，
可以同时容纳四五个人通过。在现

场可以观察到，前来停车的人并不
是很多，原因可能是标着“ 专用车
位”四个字，而这点也得到了美式精
制家具店经理的证实，“ 停车位是给
前来购物的顾客所用。”

附近的不少居民质疑，这种做
法是否合理合法。市民张老先生表
示，“ 如果是通过审批的话，应该是
作为公告收费停车场，大家都能停，

‘ 专用车位’四个字是不合理的。如
果没有通过有关部门审批，那么停
车场本身就不合法。”市民何女士则
表示，“ 不清楚是不是合法，但车辆
在人行道上开进开出遇到行人会按
喇叭，不会避让行人，很不礼貌，也
容易造成事故。时间长了人行道也

被压坏了。”其他不少周边居民也呼
吁，还行人一个宽敞的通道。

交警说法
地面属于店面 店家有权使用

这个微型停车场是否经有经审
批，该店经理解释说，当初店面是旁
边小区物业租借给店方的，租借的同
时，是连同门口的区域一同出租的。
店经理称：“ 当初是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的，线也是交警部门来划的。”

记者致电静安交警支队路设科
民警，值班民警称将去现场勘查后
给出答复。次日，记者再次联系到静
安交警支队路设科，负责人给出了
答复———该停车线并不违规。“ 我们
派人去现场查看了一下，由于当初
路政的时候这个沿街的门面退让得
比较深，所以店面前的一片区域是
属于店面的，也就是说属于‘ 建筑红
线范围’ 内，属于一街区退让的红
线，不属于市政道路，所以我们交警
部门没有职权干涉。”

该负责人进一步解释道，如果是
交警部门批准的停车场那么该停车
场应该是一个公共停车场。他透露，
美式精制家具的人曾经去静安交警
支队提出过申请，不过交警部门表示
并不属于他们的职权，由于这片区域
属于店面，所以所有者在路面上设置
专用停车应该是在允许范围内的。

行人质疑商店在人行道上私划停车线违规
交警支队：不违规，这本来就是人家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