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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社区

晨晨光光小小区区，，虫虫子子今今年年又又来来了了
去年砍了坏掉的树枝似乎没起到多大的阻止作用

本报8月13日讯(见习记者
崔靓 张晶 ) 美国白蛾幼

虫的泛滥生长使得银芝小区成
片的树木提前凋零(详见本报8

月13日C19版)。13日记者探访
了芝罘区和莱山区多个小区和
街道，发现很多地方存在白蛾
幼虫的身影。

13日下午，记者来到晨光
小区。去年深受美国白蛾幼虫
灾害的小区，路旁的树上仍有
被白蛾噬咬过的树枝，10多棵
小树已经没有几片叶子：今年，
虫子又来了。

不光在小区，记者在小区
外面的街道旁边也看到了美国

白蛾幼虫的身影。路旁的3棵小
树无精打采，树上的叶子“全军
覆没”，就连树木周围的绿化带
也受连累，幼虫啃光了叶子，在
树下的绿化带里钻进钻出，记
者随便一数，就能在不到1平方
米的范围内找到不下20只幼虫，
有的幼虫已经蜕变成绿颜色。

小区物业的宫经理告诉记
者，“去年发现有白蛾之后立马
把坏掉的树枝砍掉了，还以为
不生虫子了，今年就没打农药，
没想到它们今年又来了。”宫经
理告诉记者，物业会尽快采取
措施防止美国白蛾幼虫再次成
灾。

部分小区今年虫子不再来

去年，华茂街、桃花街、荣
泰街、市府小区等地方是美国
白蛾的重灾区。毛毛虫时常从
树上掉下来甚至爬到住户的家
中，很多居民都离树远远的。13

日，记者特地走访了这些小区，
没看到虫子的踪影，不少居民
在树下乘凉。

桃花街：记者在桃花街走
了一遭，树干上除了蚂蚁之外
没有发现一条毛毛虫，周围的
居民在石台上乘凉休息，丝毫

不受虫子的影响。
华茂街：来到华茂街，眼前

的树木一片绿色，人们在路上
走着，在树上没有看到虫子的
身影。

市府街：作为去年白蛾的
重灾区之一，今年路边的树木
只有少数叶子枯黄。记者沿街
走了几百米看到，树木一片茂
密，几位居民在门口悠闲地打
牌。

本报见习记者 崔靓 张晶

请不要随意摘下树上的牛皮纸袋

小区绿地发现美国白蛾应
该如何防护呢？

居民可以使用缠草绳、缠
草帘或者画毒环等容易操作的
方法，趁老熟幼虫下树化蛹之
前，在树干离地面1米高处用稻
草、干草或草绳束绑草把，待
老、熟幼虫化蛹于其中，解下草
把烧毁。

从6月份烟台市园林管理
处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忙活，提
前打药杀卵，将菊酯类药物喷
洒在树叶上；待树枝出现幼虫
网幕时再将有网幕的枝丫剪
除、销毁；若此时发现还有幼虫
啃食叶子，可以打第二遍触杀

型药物；最后将请出美国白蛾
的天敌周氏啮小蜂，在树上挂
周氏啮小蜂的蛹，抑制美国白
蛾。

但是，每年都会有不少悬
挂在树上的周氏啮小蜂蛹失
踪。广大市民朋友，如果您在树
上看到了固定在树干的牛皮纸
卷袋，请不要随意摘下，里面是
防治美国白蛾的周氏啮小蜂
蛹，并不好吃，但对防治美国白
蛾却有很大的作用。希望大家
能够互相监督，一起保护我们
的绿化植物，创造一个良好的
生活环境。

本报记者 曲彦霖

美国白蛾8月底渐渐消失

如果你发现周围的树干
上爬满了毛毛虫，如果它的
毛是白色的，身体为黑色或
者绿色，并且一些树上结满
了虫网，那么很有可能遇上
了美国白蛾！

美国白蛾主要通过进口木
材等货物进入中国，1979年在
辽宁省首次发现，1985年西安

市有所报道，1999年以来，唐山
市及周边地区都发现此虫危
害，并作为主要害虫进行了防
治。

美国白蛾的幼虫期一般要
30-40天，烟台要防治两代，目
前第一代已经过去，第二代刚
开始。到8月底，美国白蛾将陆
续淡出市民的视野。

小心，

有的毛毛虫蜇人

并非所有的毛毛虫都是美国
白蛾的幼虫，市民在防治时不要冒
然用肢体触碰。有的毛毛虫会蜇
人，让人感到又痛又痒。

被蜇伤后，不能用手抓被蜇
处，否则，毛刺(肉眼不容易看到)

很可能造成身体更大范围内的误
伤。

处理的第一步是去掉毒毛刺。
可以用各种胶布，也可以用伤湿止
痛膏之类的膏药，粘在被蜇处，然
后再撕开，就能拔除毒刺。也可以
用布巾沾消毒酒精或是碘酒擦洗
被蜇处，一方面可以擦去毛刺，也
可以起到消炎的作用。

很多毛毛虫不是很厉害，拔除
毒刺后，在被蜇处涂一点风油精或
是清凉油，一般一天内就能消除痛
痒。

如果毛毛虫掉到身上，记得清
洗衣服，免得被毛刺蜇伤。

本报见习记者 崔靓 张晶

小区两棵石榴树

愁坏施工的工人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苑菲
菲) 芝罘区昇平街14号门前的绿
化带，从11日开始改造，想改成停
车场。可绿化带里业主种植的2棵
树，让施工方犯了难。本来说好让
业主自己把树挪走，可约好的时间
眼看就过了，业主说树不要了。怎
么处理这两棵树，愁坏了施工的工
人。

13日上午，记者来到芝罘区昇

平街14号，在14号楼前见到了这两
棵石榴树。据居民刘先生介绍，这
里原本是一片绿化带，从11日开始
进行改造，要变为停车场。本来施
工会很快完成，却因为绿化带中有
2棵私人种植的年岁不小的石榴
树，铲车施工时只能绕开。

记者看到，这片绿化带的其他
部分已经被翻了一遍，只有这两棵
石榴树孤零零地立在一侧，石榴树
下的地板砖也都没有动。现场开铲
车的一位工人师傅说，他们给了石
榴树所有人2天的时间，让他自行
挪走，13日是第二天，不过这石榴
树还是没有挪动的迹象。

施工承包方的一位工作人员
勒先生说，13日一早，这两棵树的
所有人就来告诉过他，说树他不要
了。不过改造方的负责人不在，领
导也没有下达铲树的命令，他们不
敢轻易把业主的树铲了。

随后，记者找到此次小区改造
的负责方——— 向阳房产管理处。生
产经营科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公共
绿化带本不应该种植私人的东西，
但此次改造之前他们都提前通知
了业主，小区种植的树由工人挪
走，业主自行种植的树木需自己挪
走。像这两棵石榴树，业主可以挪
到小区其他保留的绿化带中。

今今天天去去卧卧龙龙园园看看邻邻里里篮篮球球赛赛吧吧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柳

斌 王伟平 通讯员 毕亚
楠 ) 芝罘区首届社区和谐邻
里文化节活动开始以来，活动
一直不断。今天，卧龙园的邻里
篮球赛继续，如果您是篮球爱
好者，可以去现场观战。

自芝罘区社区办7月份举
办的首届社区和谐邻里文化节
以来，芝罘区辖区内的邻里电
影节、消夏晚会、厨艺大比拼、
趣味运动会、才艺比拼座谈会
等活动火热举行，居民则踊跃
参加。

在和谐邻里文化节的活动
现场，居民举办活动形式多样。
幸福街道福泰社区和凤凰台办
事处新桥东社区，通过“结对认
亲”活动，发放社区邻里联系卡
等方式，让居民在卡片上互留
信息，相互交换。结对认亲的邻
里，可以互帮互助，年轻人帮老
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搬
点东西，换换灯泡等，老年人则
帮助上班的年轻人看门望锁。

在毓璜顶街道，各社区积
极组织了包饺子比赛、趣味运
动会和暑期青少年篮球比赛等
活动。在篮球赛比赛现场，不仅
引起了暑期青少年的参与热
情，也引起了家长的高度关心，
活动场面非常火热。趣味运动

会等活动，同样也调动着社区
居民的参与热情。

在凤凰台街道南台社区，
社区居民共同签订了文明公
约，还谱写了社区之歌《南台社
区大家庭》。

“在幸福街道，大伙儿一说
到‘邻里文化节’都会竖起大拇
指。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邻
里节为居民们提供了一个结识
新朋友的机会，大家走出家门，
融入社区，从不认识到认识，从
生疏到熟悉，邻里的感情比倍
增了。”幸福街道办事处社区办
主任孙德胜自豪地说。

据悉，本届社区和谐邻里
文化节旨在通过丰富多彩的
活动，拉近邻里关系，密切邻
居感情，促进社区居民的相互
关心和帮助。该活动已于7月
份开始，将持续3个月，9月底
结束。

7月份，芝罘区各街道、社
区共组织邻里文化节的各类活
动有80余场，参与居民近万人，
活动受到了社区居民的广泛好
评。市民反映，这样的活动很
好，社区和邻里的居民渐渐相
互熟悉了，“像是一个融洽温馨
的家”。

8月份，芝罘区的活动表已
经安排好。

记者走访

防治措施

相关链接

特别提醒

芝罘区社区和谐邻里文化节活动计划表

街道 时间 活动名称 组织社区 活动地点

只楚 8月24日 锦城社区邻居节 锦城社区 锦城社区

卧龙街道
8月15日 卧龙消夏晚会 卧龙园 上车门广场

8月中旬 卧龙园邻里篮球赛 卧龙园 夏家篮球场

黄务街道 8月24日 趣味运动会 卧龙社区 社区广场

世回尧街道

8月17日 够级比赛 联华社区
联华社区13号、14
号楼

8月18日 制定楼道公约 大东社区 楼道内

8月20日 世学路社区消夏晚会 世学路社区 渤海实业五楼

8月26日 惠安社区邻居互助会 惠安社区
通世路580付3号、
付4?号

8月 和谐社区邻居节 世联社区 世联社区

奇山街道 8月17日
奇南社区共唱邻里情联欢
会

奇南社区 奇南社区活动室

向阳街道

8月
书画联谊会交小学生写字 向阳街社区

向阳街道党员活
动室每周一下午

8月中下旬 才艺大比拼 友谊街社区 轴仪大院

8月底
兴隆街社区邻居节“百家
宴”

兴隆街社区 面市街

毓璜顶街道

8月12日-18日 邻里互助周 毓西社区 毓西社区

8月中旬
毓东社区“爱心你我他”共
助活动

毓东社区 社区活动室

8月-9月 文化苑社区厨艺大比拼 文化苑社区 文化苑社区

通伸街道 8月14日
“社区旧貌换新颜”义务劳
动

前进路社区 辖区楼宇

白石街道

8月15日 红色电影展播 新西社区 青年南小花园

8月23日 邻居节 南开社区 青年家园

8月23日 厨艺大比拼 青华社区 青华社区

8月28日 养生之道讲座 新西社区
新西社区道德讲
堂活动室

幸福街道 8月26日 信达社区趣味运动会 信达社区 信达社区广场

芝罘岛街道
8月23日 芝罘岛社区邻里厨艺交流 芝罘岛社区

芝罘岛中里31单
元

8月23日 “健康生活”交流 大疃社区
大疃社区二楼会
议室

13日，记者在小区看到，工人
绕开石榴树施工。 本报记者 苑
菲菲 摄

美国白蛾幼虫啃完树叶，在树上“结网”。
本报见习记者 崔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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