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东海地区是中国经济最
具实力、旅游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未
来，各城市能否实现旅游资源共享、互
通有无？10 月 21 日至 22 日，中国东
海旅游城市联盟大会在浙江省台州市
举行。作为初始成员之一，县旅游局
组织本县部分旅游企业代表与会，并
与上海市浦东新区旅游局、浙江省台
州市旅游局、福建省厦门市旅游局等
三省（市）15 个东海沿海城市（区县）
发表共同宣言：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
推动区域旅游无障碍一体化发展。

县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东海沿海各城市旅游资源丰富，市场
互补性较强，近年来在推进区域旅游
发展方面作了不少尝试，并呈现出广
阔的合作前景。根据此次发表的共同
宣言，各城市在充分交流和磋商基础
上，将积极推动互为旅游目的地和客
源地的相关工作，启动东海城市“万人
互游”活动，组织区域内旅行社开展合
作，签订协议，通过多种渠道将旅游团
队互送到各联盟城市。上海君开旅行
社总经理施松培表示，落实宣言精神，
开展“万人互游”等活动，对崇明等东
海沿海城市（区县）拓展客源市场、实
现旅游共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旅游城市联盟，其终极目标是

推进区域一体化，实现东海旅游无障碍
发展。记者在共同宣言中还看到，未
来，各联盟城市将鼓励和支持优质旅游
企业跨区域设立机构，开展业务，鼓励
企业间形成互惠互利、形式多样的旅游
联合体。不仅如此，各城市将从推进旅
游信息一体化着手，共同构筑东海旅游
信息平台，共享旅游资源展示、旅游项
目招商、旅游活动宣传、旅游人才交流、
旅游咨询服务等信息。为维护旅游市
场秩序，保障游客合法权益，未来，各城
市还将积极推进旅游监管一体化，建立
旅游市场监管沟通机制和旅游突发事
件应急处理互动机制，携手铸就东海旅
游靓丽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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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杜烨

种水稻和绿叶菜，哪个更赚
钱？记者就这个问题，在庆成菜场
随机访问了 10 位市民。回答很统
一：“肯定是种绿叶菜赚钱。”事实果
真如此吗？上海绿瑞蔬果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黄利忠给出的答案很中
肯：“不一定。”

采访中，黄利忠告诉记者，合作
社种植了1000多亩绿叶菜，年景好
的时候，鸡毛菜的地头收购价可以
达到2元/斤，亩产经济效益确实很
高，是种植常规水稻的 3 倍。但不
容回避的是，碰上滞销，绿叶菜烂在
地里的事也并非没有。黄利忠的回
答给了所有菜农一个信号：种植绿
叶菜是能赚钱，但并非毫无风险。

县农委有关工作人员更是客观
地指出：上海长江隧桥的开通，只解
决了崇明菜“出岛难”的问题，并没
有解决“出岛贵”这一难题。据统
计，目前，每斤绿叶菜从崇明运往上
海市区的运输成本为0.15元左右，
这还没算上绿叶菜种植、采摘过程
中的人工费、肥料费等。遇上绿叶

菜销售低谷，每斤收购价仅为几毛
钱。“碰上这种情况，菜农情愿选择让
菜烂在地里。”

“既然困难多多，风险不小，那崇
明是不是应该放弃绿叶菜这个阵
地？”面对记者的这个问题，县农委工
作人员坚决地回答“不”。一方面，崇
明是上海的农业大县，有责任服务好
市区的菜篮子；另一方面，绿叶菜是
一个高风险、高利润的行业，诚如黄
利忠所说，一年种三茬绿叶菜，只要
有一茬卖好了，利润就能比种水稻
高。也就是说，绿叶菜种好了，是能
帮助农民增收的。

但县农委工作人员同时也指出，
崇明要种好绿叶菜，必须认识到、解
决好目前面临的三大困境：一是种植
技术不成熟，二是种植品种不丰富，
三是销售网络不健全。

要走出种植绿叶菜丰产不丰收
的困境，本县有关部门需要对症下
药，使把劲、加把力。

与青浦、浦东等郊县不同，囿于

绿叶菜对运输的高要求，隧桥开通前
崇明菜农没有大规模种植绿叶菜的
习惯，所以就目前而言，本县菜农种
植绿叶菜的技术并不成熟，同样采收
一亩地的鸡毛菜，本县的用工成本远
高于其他区县。很多种植大户建议，
有关部门应多开展绿叶菜种植、采摘
等技术指导，通过提高种植技术来降
低种植成本。

同时，崇明的绿叶菜种植，目前
以散户居多，品种少、产量小是通病，
直接弊端就是无法满足超市、批发市
场的供货需求。为此，县农委工作人
员表示，崇明的绿叶菜要谋求长足发
展，必须走规模化发展之路。规模化
可以通过建立绿叶菜基地、成立绿叶
菜合作联社等途径实现。“规模化有
诸多好处，不仅可以丰富品种，而且
可以规范管理，还可以确保品质、打
造品牌，提升崇明绿叶菜附加值，帮
助打开销路，让绿叶菜真正实现丰产
又丰收。”

记者手记：长久以来，崇明 80 万
亩耕地中，10亩以上连片种植的绿叶
菜面积很少，供应市区的绿叶菜更
少，崇明菜农只能望市区需求旺盛的
绿叶菜市场而兴叹。

上海长江隧桥开通后，交通瓶颈

破解，作为上海农业的“主战场”，
县委县政府提出了“建设好菜园
子，服务好菜篮子，为丰富市民菜
篮子作贡献”的要求。随着今年 4
月《崇明县关于扶持绿叶菜及特色
蔬菜规模化生产的实施意见》的出
台，崇明绿叶菜种植面积“见长”，
目前已达3.4万亩，相比去年增长了
1 万多亩，服务菜篮子能力也相应
得到增强。记者还从县农委获悉，
接下来的几年内，崇明还将筹建
5-6个千亩以上规模化绿叶菜生产
基地。

崇明绿叶菜种植面积的扩大
是个好消息，这是一个良好的开
端，说明农民的市场意识强了，知
道绿叶菜是市场的“香饽饽”；但
同时，崇明绿叶菜也面临不少现
实难题，这一点，依旧不容忽视。
崇明绿叶菜要卖得好，菜农要赚
得好，也许真的要先经风雨，才能
见彩虹。

在田野·1·

编者按：作为上海的农业大县，近年来，崇明经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使土地效益增加，农民的腰包鼓了起来……为
此，从本期开始，新闻观察·在田野栏目，将以崇明农业现状与发展为主题，以记者的眼光和智慧，为崇明农业发展献计
献策。

绿叶菜在崇明：要见彩虹先经风雨

崇明加入中国东海旅游城市联盟

推动区域旅游无障碍一体化发展
□记者 王宗双

百余只黑嘴鸥
现身东滩

本报讯 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
区调查人员在近日的水鸟调查中，
在位于保护区周边北六滧—北八滧
新围垦大堤内侧的未使用地块中，
发现了鸥嘴噪鸥和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黑嘴鸥的集群。整个鸟群大约有
400 余只个体组成，其中 100 余只是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嘴鸥。保护区
工作人员表示，能够在崇明东滩周
边地区一次性记录到这么多的黑嘴
鸥，是比较少见的。

黑嘴鸥是一种体态“娇小”的鸥，
体长约 32 厘米，成鸟头戴“黑帽”，墨
色的嘴巴，浑身玉羽银翎。从分布范
围来看，黑嘴鸥为中国东部特有的繁
殖鸟，在东滩保护区几乎每年都能发
现。但从全球范围来看，其属于濒危
鸟类，种群数量稀少。在我国东部沿
海仅有的几处繁殖地主要包括辽宁、
河北、山东及江苏盐城，越冬时分布于
南部沿海。

最近几年水鸟调查结果显示，东
滩的水鸟种类和数量基本维持稳定水
平。而随着保护区近年来进行入侵植
物治理以及栖息地改造与优化工程，
东滩的栖息地已经有了明显改善。在
栖息地优化区域，鸟类种群和数量呈
现不断增加的趋势。

鸡蛋人暴走崇明岛
为贫困儿童募善款

本报讯“我是一只鸡蛋”、“我是
一只暴走的鸡蛋”……日前，来自全
国各地的千余名热心人，成为崇明
岛上的“鸡蛋人”。他们一边喊着口
号，一边开始长达 50 公里的“暴走”
之旅。“鸡蛋人”通过这一特殊的“鸡
蛋暴走”形式，为贫困地区的儿童募
集善款，使孩子们能每天吃上一个
鸡蛋。“鸡蛋暴走”活动也拉开了将
于 12 月举行的首届“上海慈善公益
伙伴日”活动的序幕。

活动当天早上 7 点不到，出发仪
式现场就陆续聚集起不少参与者。
简短的启动仪式后，千余人踏上了
从南门广场到庙镇小学的 50 公里路
程。大部队沿着江边小道一路前
行，不少小队都扛着队旗、喊着“我
是一只鸡蛋”的口号。还有一位参
与者穿上了自制的“鸡蛋服”，并在
头上脸上用油彩描绘了生动的公益
慈善口号。

活动发起者表示，不少贫困地区
儿童的营养结构非常不合理，他们甚
至吃不起一个鸡蛋，为帮孩子们增加
营养，热心公益人士便发起了这个名
为“一个鸡蛋”的慈善项目。通过举办
徒步暴走活动，让参与者们募集善款，
践行慈善。而据测算，一个鸡蛋的成
本为8毛钱，以一学年220天计算，只
要200块钱就可以让一个孩子在一学
年里天天吃到鸡蛋。

10月24日上午，由县旅游局、县旅游协会主办的县第四届农家特色菜点大赛在锦绣宾
馆开幕。大赛旨在挖掘和传承崇明菜肴特色，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并得到了来自锦绣、天
鹤、瀛通、顺利、西岭等全县22家餐饮单位的厨艺高手响应。大赛主要对口味与质感、色泽
与形态、创意与实用、工艺与火候等方面进行品评，由来自上海星级大酒店的烹饪大师及群
众代表担任评委。最终，瀛通大酒店获得团体一等奖。

各路厨师展手艺
农家菜肴大比拼

本报讯 10 月 22 日 上 午 ，2011
“三民杯”国际藏书票大赛在江南三
民文化村举行，大赛收到了来自 36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位艺术家和
藏书票作者的作品和 25 位藏书票收
藏家的藏品。

藏书票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它
是一种小小的标志，以艺术的方式，
标明藏书是属于谁的，也是书籍的美
化装饰，属于小版画或微型版画，因
此被人们誉为“版画珍珠”、“纸上宝
石”。20 世纪初传入我国，一般是边
长 5—10 厘米见方的版画作品，上面
除主图案外，另有藏书者的姓名或别
号、斋名等，藏书票一般贴在书的首
页或扉页上。

藏书票：书上蝴蝶
演绎微型艺术
□记者 邱月兮

本报讯 近日，竖新镇村民培训
系列讲座第七讲“遭遇意外伤害事
故如何进行自救和互救”如期开讲，
主讲老师对地震、火灾、触电等意外
伤害事故突发后，如何进行自救和
互救进行了详细解说，并配以动作
说明，让村民们更加直观、形象地学
习突发情况下如何自救。已经第 7
次前来参加免费村民培训的殷阿姨
直言讲座很实用：“我在日历上把每
次讲座的时间都标注了出来，以免
错过。”

据悉，村民培训大课堂系列讲座
是竖新镇党委政府在积极创建上海
市文明镇过程中的品牌项目，不仅
在全镇范围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影响
力，而且受到了当地村（居）民的一
致好评。

村民培训大课堂
学习自救与互救

本报讯 新华医院崇明分院与美
国洛杉矶长滩纪念医疗中心日前举
行首届乳腺疾病诊疗学术研讨会。
会上，中美双方乳腺疾病方面的专家
分别就“乳腺癌的影像、手术和将来”
等课题进行交流研讨。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改善和提高，乳房健康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关注。面对乳腺疾病发病率
不断攀升的现状，新华医院崇明分
院积极探索，专门成立了乳腺疾病
诊疗中心，组织相关专业团队开展
医疗实践，不断提升乳腺疾病诊疗
水平。

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举行，将对
本县在乳腺疾病诊疗方面统一标
准、规范临床治疗等起到积极的引
导作用。

提升本县乳腺
疾病诊疗水平

中美专家携手

□记者 王惠祥

□通讯员 龚玲

种植绿叶菜 看上去很美

要长足发展 有三大困境

丰产又丰收 还需使把力

□王宗双/文 张峰/摄

□崇宣

□崇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