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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社区居民蒲世贵因病去
世了，虽然花光了积蓄，并借了
债，但家人并没有因病致贫。因为
除了医保报销，社区企业捐款7万
余元，社区集体补助资金2万元。

“为患重疾的居民进行补助，
早在几年前就写入了吴家社区的
村规民约。”刘仁富说，他们的底

气源自于他们的集体资产。他向
记者介绍，吴家社区现在每年固
定收入140多万元，预计明年将达
到近200万元，这些集体资产，每
年按照“442”的比例进行分配，即
40%分给社区居民，40%用于集体
经济发展，20%用于三八妇女节、
重阳节、春节等节日为相关人员

发放福利，同时社区集体给患重
疾的居民补助资金2万元。这些内
容都已写入村规民约。

“我们的初衷，就是要让社区
居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生活无
忧，这也是我们为社区居民所尽
的一份责任。”刘仁富自豪地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
“在四川西昌发现史前生物
——仙女虾，通过查询发现它
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生物，它和
恐龙是一个时代的……”，该视
频发出后，引发网络热议。

8 月 4 日，记者采访获悉，
发现疑似“仙女虾”的地方位于
西昌市樟木箐镇某村。

看了视频后，成都华希昆
虫博物馆馆长赵力确认，这的
确是在两亿年前就存在的古老
物种仙女虾，学名“枝额虫”。

“仙女虾比恐龙还古老，往往
‘神出鬼没’出现在稻田或季节
性的水塘里，成都也多次发现
过，通过视频看，西昌和成都发
现的是同一个种。”

□□发发现现：：
以前田里有很多
但近年是第一次见

“太令人震惊了，我们居然
发现了史前生物——仙女虾
……它和恐龙是一个时代的
……”近日，一名网友在网上发
布视频，称在西昌发现一种罕
见生物，疑似“仙女虾”。

从该视频来看，这些小生
物长 2 厘米左右，身体呈浅绿
色，两只眼睛向两边突起，尾巴
为红色，并且两侧分叉，腹足跟
一些虾类相似，似乎只会“仰
泳”。视频发布后，迅速在网上
引发热议。不过有网友表示“小
时候稻田里到处都是”。

8月4日上午，记者采访获
悉，发现疑似仙女虾的地方位
于西昌市樟木箐镇某村。当地
村干部张鑫表示，这是两天前
在村里一樱桃基地里的沟渠里
发现的，“以前我们这里的田里
很多这个东西，但很多年没见
了，这是近年来第一次发现”。

8月4日中午，记者又联系
上了拍摄视频的王先生。王先
生是雅安人，到西昌承包了樟
木箐镇的樱桃基地，“这个东西
是在我们基地的水渠里发现
的。下雨之后，我们发现水渠里
有许多东西游来游去，我们从
来没见到过，觉得很稀奇，就用
拍照识物功能查询，显示是‘仙
女虾’。我查询资料后才发现，
这是一种古老生物，有资料说
它和恐龙是一个时代的，我和
朋友当时都有点不敢相信。”

王先生说，他们捞了两只
起来观察，很快又放回水渠里
了。“后来，我们发了一个视频
在短视频平台，没想到就火了。
有网友说，以前这种生物很多，

但我还是第一次见。我们也没
告诉其他人具体位置，也算是
一种保护吧。”

□□专家专家：：
比恐龙还古老
成都多次发现过

随后，记者把视频发给了
成都华希昆虫博物馆馆长赵
力，经他确认，王先生发现的是

“仙女虾”。赵力介绍，“仙女虾”
名字中虽然有个“虾”字，但它
们并不是虾，学名“枝额虫”。

“仙女虾已存在超过2亿年，比
恐龙还古老。”

赵力告诉记者，“仙女虾”
是一种季节性出现的水生生
物，生存能力极强。“它的卵在
干旱、寒冷、高温等恶劣环境中
都可以生存下来，一旦遇到丰
富降雨，卵就可以孵化获得新
生。”赵力说，据记载，曾经在沙
漠数十年没有积水的地方，后
来下雨出现了仙女虾。“还有专
家做过实验，它们的卵在沸水
中煮 3 分钟都不会死亡，简直
是个奇迹。”“仙女虾”生命周期
较短，一般出现在稻田或季节
性小水塘里，流动的水体中一
般不会出现。

目前，国内多地都出现过
“仙女虾”，“成都也多次发现
过，我也见过多次”。赵力表示，

“仙女虾”不是保护物种，“但确
实比较少见，它对生存环境要
求还是比较高的，不是想找就
能找到的。通过视频看，西昌的
和成都发现的是同一个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过去是挂牌整治的“脏乱差”
现在集体资产上亿元

绿树成荫，休闲广场，路灯到家，商铺门面林立……从一个因脏乱差被挂牌整治的
“穷社区”，变身成一个环境优美、资产丰富的社区，吴家社区走出了一条不寻常的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吴家社区前身系吴家村，是四川绵阳市游仙区游仙
街道下辖的一个安置社区，共有400多户1000余人，“脏乱差”曾是该社区的真实写照。

位于城乡接合部的吴家社区，如今集体资产市场价值已达上亿元，社区还增强自身
“造血功能”，通过门面出租、入股分红，每年有100多万元收入。富起来后，社区开始提升
居民的居住环境，经过居民开大会讨论和提出意见，解决了在空地或院落养鸡鸭、种菜等
的卫生问题，社区群众开始真正从“村民”向城市居民转变。

惊人变化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近日，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吴家社区成立于2017年，前
身是绵阳市游仙区游仙镇吴家
村。2008年“5·12”特大地震发生
时，吴家村遭受重创，2009 年开
始灾后重建集中安置，地址是距
离原村委会500米的一处荒山。

社区初步打造好以后，跟
许多搬进城市的居民一样，吴
家社区的群众也有一份“恋土
情结”，眼瞅着楼下有块空地，
就开垦出来种菜；房前屋后有
一处院落，总要围起来养几只
鸡鸭。垃圾四处乱扔的习惯似
乎一时难以改变。

“特别是在夏天，因为温度
高，我们又是集中安置在一起，居
民养鸡鸭产生的味道，简直让人
难以忍受。但大家都是相处多年
的邻里，无法阻止他们不养鸡
鸭。”吴家社区居民张雪华说。

吴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刘仁富
向记者回忆，吴家村集中安置房
是在一片荒山上建起来的。刚建
好时，没有硬化的道路，没有成片
的绿荫，更不要说居民休闲的广
场。而且，那时的居民，刚刚从农
村搬入城市，生活习惯的改变是
一个老大难问题。

“ 晴 天 一 身 灰 、雨 天 一 身
泥”曾是吴家社区的真实写照。
7 月 27 日，居民许丽华告诉记
者，特别是下雨天出门，她都会
带两双鞋，因为道路泥泞不堪。
搬进社区，许丽华开始慢慢适
应城市生活。她找了一份工作，
后来骑电瓶车上下班，但电瓶
车的停放和充电成了难题。“小
区居民的电瓶车只能停在楼下
靠飞线充电，堵塞道路不说，还
有消防隐患。”许丽华早就期望
社区尽快建好电动车停车场，
好为电瓶车找到一个能充电的
安全落脚点。

“2015年，我们开始硬化道路，
安装路灯，设置绿化，修建居民休
闲广场。”刘仁富告诉记者，当时，
他们请了一名设计师来设计广场，
但设计费要10万元，他觉得太贵，
于是带着其他社区干部到绵阳市
中心的铁牛广场、五一广场、三江
半岛、人民公园等地，观察广场特
色，边看边学，然后回去讨论。

“修广场的2017年，干部们基
本上没有周末。”刘仁富说，最后广
场修建完成，一共才花了10余万
元。吴家社区基础设施的施工，于
2017年底基本完成。随后，社区开
始环境整治。

7 月 27 日一大早，吴家社区
安置小区3栋的居民黄全，拿起扫
帚开始打扫楼下的“微空间”。偶

有熟人经过，还会调侃他，“老黄，
怎么这么勤快？”黄全笑着回应，

“爱护环境，人人有责。”
之前，黄全眼见楼下有块空

地，也开垦出来种菜。干部当面劝
说，居民开会讨论，大家认为来到
城市就要遵守城市运行规则，如
果将公共空间拿来种菜，不仅是
对公共利益的侵占，还会给小区
居民的安全健康带来潜在威胁
——容易滋生蚊虫，传播病菌。

在大家的劝说下，黄全接受了
意见。社区也因势就势，将安置小区
间的空地改造成可供社区居民活
动的“微空间”，铺上了塑料草皮，摆
上乒乓球桌，还设置了一些文化景
观。为弥补不能种菜的“遗憾”，黄全
主动当起了“微空间”的维护员。

“对于养鸡鸭的问题，社区居
民大会上形成了一致意见，如果
发现养鸡鸭，第一次告知，第二次
警告，第三次由社区请人帮忙清
理，然后扣除年终分红500元。”刘
仁富介绍，当时还制定了门前三
包政策，社区投入资金完善垃圾
桶，以及用于垃圾清运等，“这一
政策，居民们也都理解，到现在为
止，没有一户人被扣年终分红。”

记者在吴家社区看到，从绵
梓路口进入吴家社区开始，道路
已经从原来的硬化实现了黑化，
路灯也是按照城市标准进行设
置。在道路两旁、居民楼前，绿化
四处可见。社区内，停车线整齐划
一，没有一辆汽车乱停乱放，而且
正在设置电瓶车充电桩。

记者调查发现，吴家社区成
功变身背后，源于他们不断地“大
胆”尝试主动发展。如今社区集体
资产的市场价值已过亿，通过入
股分红、门面出租，每年收入可达
100多万元。

2008年3月下旬，刘仁富接任
原吴家村村支书时，集体账户上
只有 1 万多元，且欠银行债务达
140余万元。头脑灵活的他在2013
年找到了发展的机会。

当年，村上申请到了棚户区改
造的政策，但村里拿不出一分资金，
刘仁富想到一个办法，如果有开发
商全额垫支，事情就好办了。于是，
村里通过村民自治的方式进行招
投标，几家开发商参与，村里选中了
一家，约定建好后，村上支付40%资
金，另外60%用房屋抵款。

棚户区改造顺利完成后，当
时的村集体通过卖房的收入，支
付给了开发商近 2000 万元，剩余
60%的资金则用房屋抵款。

张高武是游仙街道办下属一
家国有平台的负责人，原是游仙
镇副镇长，当年负责原吴家村的
棚户区改造。他告诉记者，这个棚
户区涉及到48户教师的安置，也
有原吴家村的30多户村民，当年
游仙区刚好有棚户区改造的政
策，吴家村争取到了300套棚户区
改造项目，然后到游仙区发改委

立项、向区住建部门申报、区政府
备案，纳入了省上的棚户区改造
项目库，同时在绵阳市棚改办申
请到了200多万元的补助资金。

“那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整个项
目招标价是4800万元，做好了，惠及
所有村民。做不好，后果难以想象。”
刘仁富回忆，正是这次尝试，不仅完
成了棚户区的改造，还清了原来的
欠债，更是“赚”了18000多平方米的
门面房，账户上也有100多万现金。

“棚户区改造完成后，除了安
置对象外，群众购买了一部分房
屋，但所有门面全部留归集体，从
此壮大了集体经济。”张高武说。

18000平方米的门面房，按照
当时的市场价，已经价值数千万元。
不过，刘仁富认为，如果直接变现，
集体账户上的现金多了，但没有造
血功能，现金迟早要用完。如果将门
面房出租，不仅有固定资产，还可以
每年收取租金，而且会一直延续。

刘仁富的想法得到了群众们
的支持。2014年，他带领村干部开
始招商，定了一条原则：必须招能
良性发展的商家。慢慢地，幼儿园
进来了，超市有了，电商企业入驻
了，加工企业也来了。

2015年，商家正式入驻；2016
年，招商基本完成；到2017年，招
商完成率达90%以上。

成为“包租婆”后，吴家社区还

利用闲置空地入股，招商引资建成
了一个二手车市场，每年保底分红
20多万元。刘仁富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到2015年，集体账户上就已经
有近千万元资金，通过收租和投资
入股分红，每年收到100多万元。

刘仁富介绍，这些年来，社区
严格遵循民主协商制度，凡涉及
社区发展和群众利益的事项都要
协商，但由于干部群众认识有限，
社区并未探索出有效的治理方
法，尤其是环境卫生、公共秩序方
面。吴家社区甚至被列为省级挂
牌整治的城乡接合部社区。

去年，经过四川省、绵阳市、游
仙区各级各部门积极指导和帮助，
吴家社区制定了较为完善、科学的
城乡接合部新型社区治理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包括规范小
区停车位，设置电瓶车充电桩等。

“但专项整治事关民生，我们
还是要进行民主协商。”刘仁富
说，方案公布后，社区居民纷纷献
策，如在划定小区停车位前，可以
将道路进行改造；设置电瓶车充
电桩时，要同时安装监控防盗等。

最终，这些建议获得上级部门
认可。于是，吴家社区投资260余
万元，迅速启动从绵梓路口到社区
自建房小区的道路黑化工作、社区
电动车停车场改建工作，以及社区
绿化维护、闲置空间利用工作。

灾后安置社区新家
“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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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按城市标准打造
开居民大会解决环境整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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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资产市场价值上亿元
出租门面循环造血 社区年收入超百万元

集体资产收入每年按“442”分配
居民患重疾社区集体补助2万

“脏乱差”的过去

比恐龙还古老！
西昌发现古老物种“仙女虾”
专家：是比较少见，但国内多地包括成都都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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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投资入股分红

社区里的老年幸福餐桌社区里的老年幸福餐桌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2206
期开奖结果：290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
22089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2 07 15 29 31
33 蓝色球号码：15

（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体
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206期开奖结果：222，
直选：27099注，每注奖金1040元。（42216525.31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206期开奖结果：
22210，一等奖121注，每注奖金10万元。（370432660.20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22083期：113111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2083期：
000133331133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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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赵力在成都拍摄的“仙女虾”

王先生发现的“仙女虾”

“我儿子和这个小女孩一
样，只有10岁，能让这样一个小
朋友获得新生，以后成为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我感觉非常
值得。”近日，四川绵阳市梓潼
县石牛镇副镇长薛英强，得知
自己捐献的造血干细胞拯救了
江苏一名白血病儿童后颇感欣
慰。8月4日，记者获悉，薛英强
于2019年成为中华骨髓库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今年4月与
江苏一名10岁白血病患儿配型
成功；7月底，他在四川省人民
医院采集造血干细胞211毫升，
随后送往江苏拯救孩子。

今年 4 月，薛英强接到四
川省红十字会的电话，工作人
员告诉他，有一个江苏的白血
病儿童与他配型成功，问他愿
不愿意继续捐献造血干细胞？
薛英强当即表示愿意。7月底，
在四川省红十字会的安排下，

薛英强来到四川省人民医院，
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经过
短时间休息，现在薛英强已经
回到镇上上班。

“当时，在病房里看到有很
多仪器，针管也很粗，我也有点
紧张，但还是坚持做了捐献采
集。”薛英强说，“我的儿子和这
个小女孩一样，只有 10 岁，能
够让这样一个小朋友获得新
生，以后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
的人，我感觉非常值得。”

薛英强称，每个人只要捐
5 毫升的干细胞血液，然后加
入到中华骨髓库，就会成为志
愿者。有病人配型成功之后，才
会通知志愿者去医院做捐献，
去挽救更多的生命。他希望有
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列里
来，让社会充满爱。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四川一副镇长捐献造血干细胞
挽救了一10岁江苏白血病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