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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烟花”的影响还没过去，晚报就
推出了助农行动，邀请“爱心团长”为受灾
的农户带货。而在指导中心的群里，高桥
御玺园小区业委会主任杜铁奇也发起倡
议：为在台灾中受损的果农捐款，购买他们
的水果。“我和严老师看到后，觉得这个倡
议非常及时，能体现业委会这个群体的爱
心，还能呼应晚报的活动，就立即在群里进
行了组织。”熊佩娜说。

一天半工夫，包括两人在内，群里的22
名业委会主任慷慨解囊，共捐款6600元。
而就在他们截止捐款后，一名没在群里的
业委会成员执意入群，就为了捐款500
元。捐款成功后，他又默默地退了群。

带着所有业委会主任的爱心，严向红
两人当天上午来到了集士港的地之绿葡萄
园。“选择这里，是因为这里受灾比较严重，
很多葡萄园都曾被浸泡在了大水里。”由于
黄秋芳还在装箱，而采摘又需要一定的技

术，否则可能会造成破坏，两人就决定现场
“直播带货”，帮助黄秋芳再销售一些葡萄。

熊佩娜是江北区广庭社区三和嘉园的
业委会主任，2019年到期后，被小区业主
竭力挽留连任并将任期延长至5年。在小
区人缘好、威望高的她，拿起手机打了两个
电话，就为黄秋芳带来了30箱订单。

严向红拍下了黄秋芳打包的镜头，和
旁边大棚里挂满枝头的葡萄，发到了朋友
圈。没几分钟，就有“华迅电梯”的老总跟
她联系，请她帮忙订购10箱；鄞州金磐小
区业委会主任陈华杰也主动认购了22
箱。觉得还不够的严向红索性拿起电话，
给宁波洪管家电器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
人打了电话。一番交流后，对方更是开出
了90箱的大单，准备作为员工福利。

“这里的葡萄我刚刚试吃了一下，味
道鲜甜，所以我才能大声为她打CALL。”
严向红说。

23名业委会主任客串“爱心团长”捐款7100元

购买受灾果农葡萄赠送“城市美容师”
两名代表取货时又现场“带货”150多箱

“我这边需要增
加30箱，下午来拿。”
“我几个企业家朋友，
一共需要购买 120多
箱，他们都会在明天
来自提。”昨天上午，
海曙区集士港地之绿
果蔬专业合作社的葡
萄园里，来自江北群
英社会治理指导中心
的理事长熊佩娜和副
理事长严向红放下已
经发烫的手机，开心
地把刚刚接到的喜讯
告诉葡萄园的女主人
黄秋芳。

当天，严向红两
人是来葡萄园取货
的。“晚报推出助农行
动后，我们指导中心
微信群里的 23 名业
委会主任捐款 7100
元，想要帮助此次台
灾中受灾的果农，力
所能及地购买一些水
果。”严向红说，但这
些业委会主任们还想
继续做好事，把买来
的葡萄赠送给战斗在
一 线 的“城 市 美 容
师”。

而在等待取货的
间隙，看到受损严重
的葡萄园以及黄秋芳
焦虑的神情后，两人
开始现场打电话、发
朋友圈，不到 1 个小
时，又再次为黄秋芳
“带货”150 多箱葡
萄。“爱心宁波，真的
名不虚传。”来自台州
的黄秋芳喜出望外。

环卫工人品尝“爱心葡萄”。记者 刘波 摄

拿到150箱葡萄后，严向红
两人并没有准备带回去。“出来的
时候，其他21名业委会主任就跟
我们说了，把葡萄送给一线的环
卫工人，特别是最近在清理家园
的海曙区西部的几个乡镇。”带着
这个嘱托，严向红委托本报找到
了此次受淹严重的洞桥、集士港、
古林三镇的环卫工人。

“我们270多名环卫工人，每
天早上5点半开工，晚上到11点、
12点收工，奋战了八天八夜，共清
理垃圾7000多吨。”听说严向红
两人的来意后，负责洞桥镇保洁
工作的甬达保洁有限公司老总龚
春峰禁不住有点哽咽了。“到现在
为止，洞桥镇区已经基本干净了，
真的很感谢你们的慰问，也感谢
所有工人这8天来的辛勤劳动。”

拿到葡萄后，现场几名工人
当场摘下几颗放到了嘴里。“甜到
心里了！”环卫工人们一边吃一边
说，这让严向红和熊佩娜很开
心。“希望他们能尽快完成清理任
务，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工作。”

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集士港
和古林的环卫管理站。“这次我们
估计清理了3000吨垃圾，这几天
我们也都在满负荷运转，5至10
天里就能把垃圾清理运输出去。”
集士港环卫管理站的董志钦说。

“古林镇最近几天垃圾最高
日产量1000多吨，今天古林镇区
能恢复正常的镇容镇貌，接下来
我们还要去各个村清理垃圾。”古
林镇环卫管理站站长王维洁说。

慰问完环卫工人后，严向红
两人又回到了黄秋芳的葡萄园。

“我要把上午订购的30箱葡萄，直
接帮订货的小区业主带回去。”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张琦 林毅 林微波

黄秋芳听到两人又给自己增加了这
么多订单，露出了久违的笑脸。“我真的很
发愁，第一年种葡萄就‘中奖’了，刚刚还
在埋怨我老公。”

此前，黄秋芳的老公开一辆大货车运
货，前几年生意不是很好，就卖掉大货车
来集士港种葡萄。“我们这个葡萄园一共
有30亩，是上一个主人亏损后卖给我们
的。”接手这个葡萄园后，两人起早贪黑地
干，还用了进口的肥料，收成确实不错，但

“烟花”来了。“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种过葡
萄，边学边种，已经投了20万元下去。”

台风过去后，黄秋芳也积极自救，到
处托人销售葡萄。在之前本报开展的助
农行动中，各地的爱心团长已经为黄秋芳
带货100多箱。根据爱心团长的反馈，黄
秋芳家的葡萄质量不错。“接下来，我们家
还有3万斤以上的葡萄将陆续成熟。”说
着，刚刚才露出笑脸的黄秋芳又叹了口
气。

23名业委会主任：想为受灾果农和环卫工人献爱心

受灾果农：还有3万斤葡萄待销售

环卫工人：甜到心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