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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峻达）建筑
垃圾露天堆放，虽有部分已进行遮
盖，但仍有大半未采取任何遮盖措
施，现场看起来格外脏乱。这是记
者近日在凤山街道剑江村周边一处
拆迁地块内看到的场景。

该拆迁地块位于照山桥南侧。
沿子陵路向东行驶，自照山桥下辅
路驶入剑江村村道后，记者找到了
该处征迁地块。该地块周边已筑起
围墙，记者在余姚市城区照山饲料
厂西侧的一条南北向村道边找到了
该征迁地块的东门。记者赶到时，
该大门敞开着，地块内有一名工作
人员值班，现场已铺设直径逾0.5
米的黑色管道，但并无人员施工。
记者未在现场找到该工程项目的具
体名称标识，仅有一块重大危险因
素告知牌上写有“中石化江汉油
建”字样。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
于一周前来到该工地值班，并不了
解工程情况。

成片的建筑垃圾就堆放在该地
块的西北角，位于一处废弃民房北
侧。现场堆放建筑垃圾的区域长约
15米，宽逾5米，高约4米。记者

走近后，看到成片建筑垃圾中包括
大量水泥、陶瓷、钢筋、木板等。
民房北侧原先种有3棵树木，目前
树根部已被堆积的建筑垃圾掩盖。

垃圾堆中还立着一根电线杆，电线
杆底部已被建筑垃圾掩埋。

在爬上该堆建筑垃圾后，记者
发现北侧还有一堆占地面积相仿的
建筑垃圾，目前已经过处理，加盖
了绿色尼龙网罩；在废弃民房西
侧，有一堆占地面积较小的建筑
垃圾，也加盖了绿色尼龙网罩。
垃圾周边地面上散落着大量红
色、灰色砖块，堆放着数堆黄土
与石块。记者注意到，该地块内
还有成片农田及占地约1亩的树
林。

靠近农田的空地上，搭建有几
间由集装箱改装而成的简易房屋。
在简易房屋内，记者见到了一名工
作人员，但面对记者的询问，该
名工作人员始终未回答。随后，
记者采访了正在农田劳作的村民
黄师傅。黄师傅介绍，该地块在
七八年前被征迁，随后筑起了围
墙，地块东侧的管道工程在2019
年开工，建筑垃圾正是从那时起
堆积起来的，而目前看到的垃圾
堆上的绿色尼龙网罩是剑江村于
今年2月前后加盖的。“虽然安装
了部分网罩，远远看过去像是都
盖住了，但从东边大门进来看，
没有遮盖的建筑垃圾还是特别显
眼。”黄师傅说。

剑江村征迁地块建筑垃圾堆积多
▶地上随处可见石块、钢筋、

塑料袋等垃圾。
▼地块内堆放着黄土与石块，

另有建筑垃圾未进行遮盖。
记者 杨峻达摄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赵娟

“因为我自己不懂法，不知道
危险化学品的买卖、使用要合规，
触犯了刑法，损害了公共利益。我
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我愿意配
合检察官的工作，为生态修复尽一
份力量。”近日，泗门镇个体经营
户、40多岁的齐某在市人民检察
院公益诉讼部门、乡村检察官办案
团队和乡镇相关职能部门的见证
下，与宁波某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签订合同，委托该公司对污染区
域进行专业修复。

齐某之所以委托专业公司对污
染区域进行修复，是因其之前污染
环境的行为触犯了法律。齐某在泗
门镇经营一家模具厂，2017年8月
至2020年4月，他多次向东莞某模

具有限公司昆山张浦仓库购买剧毒
化学品氯化汞用于模具加工，并将
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含汞废水未经处
理直接对外排放，造成环境污染。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齐某购
买剧毒化学品的事情被江苏省昆山
市公安局查获。2020年12月，齐
某被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检察院以非
法买卖、存储危险物资罪提起公
诉。2021年1月，根据长三角生
态保护机制，齐某违法排放废水造
成环境污染的线索由昆山市人民检
察院移送到了市人民检察院乡村检
察官鲁贯毅手中。

乡村检察官第一时间赴所在乡
镇调查核实情况。经了解，昆山市
公安机关已组织人员对齐某经营场
所泗门镇榨菜市场西区某号进行现
场勘查及废水水样采集，并进行了

相应的司法鉴定。
“你违法排放废水产生的污染

物如果不及时清理，会一直存在，
对该地区的地下水、土壤将产生长
远影响，对周边村民的生活也会产
生不利影响，而你自己也要承担相
应的法律后果。”乡村检察官在多
次赴泗门镇调查取证的同时，详细
告知齐某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职
能及履行诉前赔偿的必要性。

齐某心有触动，愿意“补
救”。此后，乡村检察官联系宁波
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的污染防治
专家寻求专业支持。3月9日，在
会同专家进行现场查看后，大家研
究制定出修复方案：委托宁波某生
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涉污染区域
处置提供技术咨询服务，由具备危
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宁波某化工环保

有限公司对地下积存废水进行清
运、处置；委托浙江某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对涉污染区域采集土壤样本
及地下水样本，并出具土壤和地下
水检测报告；宁波市生态环境科学
研究院专家根据检测报告内容，提
出生态环境修复意见。最终，齐某
与宁波某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合同，委托该公司对污染区域进
行专业修复。目前，污染清运、采
样检测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近年来，市人民检察院乡村检
察官办案团队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和
期待，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
品药品安全等作为公益诉讼重点领
域，督促违法行为人承担公益损害
民事侵权责任，让“破坏者”变成

“修复者”，助力美丽乡村、法治乡
村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

谁破坏谁修复

市检察院促环境“破坏者”为“修复者”

■本报记者 朱从谷

“他的温暖举动，折射出我
们这个社会满满的正能量，这种
乐于助人、急人所急的精神值得
大力褒奖和发扬……”这是凤山
街道永丰村村民张文龙委托村干
部代写的感谢信的部分内容，感
谢的对象是凤山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黄建锋。

原来，4月6日中午12时许，
黄建锋在路过汽车东站西首一条
南北向村道时，见路边有一名五
六十岁、行为异常的妇女，遂上
前询问。

“侬叫啥名字，需要帮助
吗？”面对黄建锋关切的问询，该
名妇女说话含混，神情呆滞。

此时正是午饭时间。黄建锋
一边安抚她的情绪，一边在附近找
了家小吃店，掏钱请师傅烧了碗面
条让她吃起来。在接下来的交流
中，黄建锋从该名妇女吐露的碎片
化的信息中拼凑出：此人名叫邵某
丽，今年54岁，永丰村人，找不到家
了……

“邵某丽是我们村冯严自然

村人，她有智力障碍，前几天走
丢了在道路上被汽车撞伤，手臂
上是不是还缠着绷带？”12时40
分许，在村委会加班的永丰村劳
动保障协理员楼杭冠接到了黄建
锋打来的电话。

“邵某丽常走丢，村干部经
常找、经常接……”楼杭冠告诉
记者，邵某丽的丈夫张文龙肢体
残疾，靠做零工维持生计，夫妇
俩膝下有一双儿女，女儿出嫁
了，儿子身体不好，也靠做零工
谋生，家里还有个年近90岁的婆
婆。

楼杭冠开车，并叫上村干部
郑柯立，一同去接邵某丽。他们
赶到时，邵某丽正在小吃店吃面
条，黄建锋坐在一旁陪她。

“等邵某丽吃完面条，我说去
结账，黄建锋说已经付过了……”楼
杭冠说，黄建锋在跟他们做好交接
后，才放心地离开。“遇到困难群
众，主动上前关心，伸出援手，
精神可嘉！”

“谁见了，都会这么做的！事
体太小哉，不值一提……”面对记
者的采访，黄建锋婉言谢绝了。

路遇困难群众，

他毫不犹豫伸出了援手……

本报讯（记者 胡张远）“介
大年纪哉，一个人上山挖笋确实太
危险了！这次意外也是给了我们一
个教训，以后一定注意！”前不
久，朱爷爷的家人在市中医医院骨
伤科发出感叹。

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春
雨过后，在梁弄镇横坎头村，山上
的春笋纷纷破土而出。趁着天气不
错，77岁的朱爷爷带上工具，兴
冲冲地来到自家山上挖笋。

山路崎岖加上雨后湿滑，朱爷
爷脚下一个不稳，身体失去平衡，
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大跟头。站起来
后，朱爷爷感觉到左手腕部传来阵
阵疼痛，稍微活动一下疼痛就会加
剧。他抬手一看，发现自己的左腕
肿胀、破皮出血，伤处还能隐约看
到外露的骨头。

朱爷爷立即返回家中，由家人

陪伴着前往市中医医院就诊。“患
者是粉碎性开放性骨折，骨头已经
戳破皮肤外露了！”接诊的骨伤科
副主任医师袁建迪立即为朱爷爷采
取清创、固定等一系列急诊措施。
随后，朱爷爷因“左尺桡骨远端开
放性骨折”住进了医院，接受进一
步诊疗。

据了解，经过手术，朱爷爷已
无大碍，但因为骨折时部分神经受
损，接下来手部功能否百分之百恢
复，还需进一步观察治疗。

“现在正是吃春笋的季节，不
少市民会上山挖笋尝鲜，这段时间
医院接诊因挖笋摔伤的患者数量有
所增加。”袁建迪提醒市民，上山
挖笋存在一定风险，在天气、道路
等因素的影响下很容易发生意外。
一旦发生意外情况，患者应及时就
医处理。

七旬老人上山挖笋
不慎摔倒骨头外露
医生提醒：上山挖笋需谨慎

昨天上午，兰江街道四明社区在四明公寓南门开展志愿便民服务，现
场设摊为居民提供磨剪刀、小家电维修、衣物缝补等服务，受到辖区居民
的欢迎。图为社区工作人员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记者 陆燕娜摄

志愿便民服务

昨天，余姚农村商业银行志
愿者正在临山镇梅园村了解榨菜
种植大户的贷款需求，并向种植
户讲解金融知识和道德银行信用
贷政策。

每到榨菜收割季节，余姚农
村商业银行都会依托自身服务网
络了解周边榨菜种植户的需求，
并组织青年志愿者帮助缺少劳动
力的榨菜种植户收割榨菜、宣传
金 融 知 识 ， 扶 持 当 地 农 业 发
展。 记者 黄静波摄

金融助农

到 田 头

本报讯（记者 陆燕娜）昨天
上午，兰江街道俞家桥社区工作人
员、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兰江中队执
法人员来到四明公寓，在前期下达
通知的基础上，安排人员对小区花
坛中的蔬菜进行清除。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片“菜
地”位于四明公寓4期40幢居民
楼前，面积约1000平方米，是该
小区最大的公共绿地，但现在里面

种了土豆、大蒜、大葱等蔬菜，绿
油油一片。

“老年居民有种菜的习惯，对
他们来说，这种习惯一时间难以改
变。”说起这个现象，俞家桥社区副
主任吴翔很无奈，“为了改善这种现
象，我们只能多次上门、耐心劝说，
最好让居民自行处理这些蔬菜。”吴
翔告诉记者，经过一次次的劝说，绝
大部分种菜居民能配合工作，主动

清理“菜地”，但仍有部分区域整治
效果不佳，“比如说我们今天把菜
拔了，后面他们又撒菜籽，两个星
期后，菜又长出来了。”

小区花坛属于公共用地，花坛
种菜不仅破坏了原有绿化，也影响
了小区的环境卫生和整体形象。“就
小区种菜这种行为，我们已经先后
收到好多业主的投诉了。”俞家桥社
区副主任夏杰锋告诉记者，“现在为

了彻底整治这种乱象，我们在提前
通知种植户自行清理后，对小区内
剩下的‘菜地’进行强制性清理。”当
天上午10点左右，工作人员清理完
所有蔬菜后，在绿化带补种了20棵
桔子树，优化小区环境。

下一步，俞家桥社区将不定期
开展检查，杜绝毁绿种菜现象，还
绿于民，让小区绿地成为居民共享
的美丽花园。

小区公共绿地竟成私人“菜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