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眼下，越来越多的白领热
衷于自行车骑游活动，利用双休日，骑
上单车外出休闲度假，以此锻炼身体，
放松心情。日前，崇明“一米单车”休
闲服务公司组织上海300多名白领来
到崇明，参加公益健身活动，他们每人
一辆单车，从风光秀丽的明珠湖出发，
沿着乡村公路、海塘大堤骑游，一路饱
览自然风光，领略生态美景。据悉，这
些白领除了体验骑游的乐趣外，还热心
公益事业，每人骑一公里向社会公益事
业捐助 2 美元，用于帮助社会困难群
体。骑游崇明、奉献爱心，白领们表示，
这项活动既锻炼身体又做善事，非常有
意义。

本报讯 第七届城市运动会已落下
帷幕，在这场有6000多名运动员角逐
的竞赛中，崇明籍选手黄冬艳一人独揽
两块金牌，分获自行车场地女子全能赛
和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赛冠军。

记者在县体育学校（以下简称“县
体校”）采访时获悉，黄冬艳2004年进

入该校，2006年9月被输送至二线，是
本县继黄丽后涌现的又一位颇具潜力
的自行车运动员。自去年 12 月进入
一线以来，黄冬艳表现不俗，除在本次
城运会中斩获两枚金牌，她还在2011
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中获得女子
计分赛冠军，很有希望在今后几年进
入国家队。

近年来，县体校通过引进山西省

体育中心自行车队高级教练武文泽，
斥资购买训练设备，组织学生赴上海
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集训等，在自行
车项目打造上卓有成效，每年都能向
二线输送2-3名优秀运动员。

据介绍，目前县体校设有自行
车、射箭、田径、水上、击剑等 5 个大
项 10 多个小项，在籍学生 100 多名，
在校学生90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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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咸明 实习记者 丁沈凯

小摊贩：生生不息的城市风景
小摊贩分布在城市的角角落落，他们小本经营、利润微薄，却给市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不少便利，为城

市增添了生气。日前，记者走到他们中间，听他们聊聊生意，侃侃山海经

许权成的水果摊就在明珠花苑
小区，紧邻超市。2008年，他从老
家安徽洗脚离田，带着老婆孩子，来
崇明做起了水果生意。水果摊人气
很旺，客人各有所爱，各取所需。

“这苹果怎么卖？”
“这边的 5 块 5，那边的 6 块。”

许权成指了指框里红黄相间的苹
果，又指了指不远处个头较小的说。

“小的贵？”
“大的是山东的，小的陕西产，

更甜。”许权成说，山东苹果虽然个
头大，但日照较多，甜中带酸，这种
陕西红富士生长的土质更好，成本
也更高，因此贵一点。客人听罢，两
种苹果各挑了3、4个。“家里孩子喜
欢吃大的，老人爱吃甜的。”

“这梨多少钱一斤？”
“称2个柚子。”
“西瓜有没有？”
大人忙得不亦乐乎，6 岁的儿

子也没闲着，他帮妈妈把一个个柚
子从袋子里取出来，整齐地摆放到
摊位上。“柚子刚上市，3元一斤，卖
得不错。”许权成高兴地说。

记者注意到，在这 8、9 方平米
的摊位最里面，摆着一张床，一卷
铺盖，一台电视机，桌上放着毛巾
牙膏，用尼龙布搭成的“天花板”
下，悬着一只灯泡。“除了烧饭，整
个生活几乎就在这里了。”许权成
说，摊子要有人照看走不开，几年
辛苦下来，生意总算有了点样子。
这时，儿子爬上了床，打开电视机
津津有味地看起了动画片。“委屈

孩子了，走一步就能进的超市，他从
来不进去，也不缠着我们买这买那。
我要让孩子的将来比我好。”

杨琴是城桥镇轻纺市场里的玩具
摊主，却更像个幼儿园阿姨。她很会
哄小孩子，玩具又琳琅满目，常常是孩
子拉着家长的手高高兴兴地来，奔奔
跳跳地离开。

“宝宝来啦，今天要买什么呀？”
小女孩乌黑的大眼睛先将屋内

“扫描”了一遍，然后松开外婆的手，指
了指说：“魔仙棒！”

“上次不是买过一个了吗？”外婆
佯装不许。

“这个是会发亮的！”小女孩坚持。
“宝宝真聪明，这是最新款的魔仙

棒，会发光的。”说着，杨琴取下一个
来，装上电池一按，一闪一闪亮晶晶
的，很是吸引人。外婆爽快付了钱，孩
子高兴地把“魔仙棒”揽入怀中。

祖孙俩走了不多时，进来一家三

口。小男孩拉着妈妈的手第一个冲进
来，爸爸紧随其后。杨琴拿出一只玩
具鸭子放在地上，“嘎嘎”，孩子的注意
力被这只玩具鸭子吸引。只见这只黄
色的“鸭子”在地上转了几圈，突然下
了一个“蛋”。小男孩好奇地蹲在“鸭
子”边上，期待着它再下几个“蛋”。

“宝宝，这只小鸭子喜欢伐，带回
家让它给你下蛋。”哪知，小男孩见鸭
子不下“蛋”了，便不再理会，跑到一
旁玩“奥特曼”去了。一会儿，他挑了
个奥特曼给妈妈看。“宝宝喜欢奥特
曼呀，这个奥特曼的关节会动的哦。”
孩子目不转睛的喜爱妈妈都看在眼
里，不一会儿，这笔生意就成交了。

杨琴说，她 6 年前下岗，摆了玩
具摊，生意坚持到现在不容易。“现在
孩子见得多，眼界高，要是玩具少，他
们都懒得进来一看。要吸引他们，不
但玩具种类要多，还要会哄，家长尤
其是爷爷奶奶辈，很宠孩子的，基本
是有求必应。”

曾勤朋的早饭摊常年飘着热腾
腾的香气，在规模不大的竖新镇集
贸市场，也算是一个热闹去处。

曾勤朋老家安徽，一年前和妻
子儿子来到竖新镇，开了个早点摊，
主打馒头。一家三口统一着装，颇
有气势。只见摊位前，曾勤朋娴熟
地揉面、放馅，不到十秒钟，一个生
馒头就做好了。儿子在一旁学，虽
然慢了半拍，却也像模像样。妻子
招呼客人。掀开蒸笼，腾腾热气冒
出来，香味也跟着四溢，把人的馋虫
都勾了出来。

“早上 6、7 点的时候生意最
好。”曾勤朋说，这里的几个早点摊
生意都不错，自己的馒头挺受欢
迎。“因为馅儿好吃，面粉发酵得
好。大桥开通后，每天会让市区的
配送公司送新鲜作料过来。凌晨2
点起床做准备工作，4 点多第一笼
馒头就可以出售了。一天面粉就要
用掉100多斤哩。”

这时，市民王女士来买馒头，她
是曾师傅馒头摊的铁杆粉丝，每天
早晨都来买。“曾师傅的馒头品种多
味道好。每个馒头8毛，有几次买2
个，他只收1块5毛，实在啊！”

曾勤朋有个愿望，就是把小小
的馒头铺做大做强。等攒够了钱，
他要租个更大的门面，把自己20多
年做馒头的手艺传给徒弟，做更多
更好吃的馒头。

记者手记：小摊贩有一个共同特
点，就是风里来雨里去，旱涝不保
收。他们常常是被忽略的一群，同时
又是被需要的一群。再大的城市，都
有其存在。他们最贴近百姓生活，最
了解百姓需求，最不和老百姓计较得
失，盈利了高兴，亏了重头再来。他
们是城市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他们的
生生不息，是城市繁荣的一个缩影。

城运会落下帷幕 崇明小将表现不俗
□ 记者 杜烨

新闻在路上，记者是行者。
在新闻战线开展的“走基层、

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中，崇明广
播电视台、《崇明报》“走基层、接
地气、听民生”活动同样蓬蓬勃
勃，记者们扛起摄像机，拿上话
筒，带上笔记本，深入田间地头，
走进千家万户，用镜头和文字聚
焦群众的火热生活。

记者们走在基层一线，回来
时常常是风尘仆仆，一脚泥、一身
汗。但就是在扎实采访后，一个个
反映崇明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
善、百姓幸福生活的鲜活镜头，充
实了电视荧屏；一篇篇反映生态岛
建设新成果、重点地区新变化的新
闻报道，丰富了报纸版面。观众和
读者在观看与阅读之后，真切感受
到“走转改”活动焕发出的新活力。

然而，就在“走转改”活动如火
如荼推进时，作为记者，我们是否
还得扪心自问，究竟要以怎样的姿
态，继续做好“走转改”这篇文章？

——带着感情走基层。随着
现代社会快速发展，记者采访手段
变得先进，周围确实也有隔窗看景
的“车轮记者”、闭门造车的“文件
记者”、粘贴复制的“电脑记者”，有
的新闻作品，因为没接“地气”而
少了“灵气”。“脚下有多少泥土，心
中就沉淀多少真情”。这句话告诉
我们，只有当记者与群众坐上同一
条板凳，嘘寒问暖时，群众才愿意
道出所思所想；只有当记者俯下身
子认真倾听，与群众心贴心时，群
众才会真正表达所诉所求。坐暖
了群众的板凳，记者做出来的新闻
就会有温情和热度。

——带着责任走基层。走基
层，不能浮光掠影、蜻蜓点水；走基
层，要挖掘火热生活的内涵。投身
基层一线的记者，不仅是记录者，
更是思考者。我们的记者，应该怀
着一颗责任心，以自己敏锐的眼光
和敏捷的思维，去发现基层一线的
问题，以记者的智慧，去分析问题
存在的原因，探索解决之道，从而
真正体现“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
章”的社会责任感。

——带着追求走基层。人要
有一点精神，更要有追求。记者肩
上责任重大，如果没有追求，就不
可能成为真正的“行者”。老一辈
新闻工作者范长江是榜样，他在深
入中国大西北，真切感受人民困苦
后，写出的新闻名著《中国西北
角》，如今读来依旧力透纸背。榜
样的力量告诉我们，一名基层新闻
工作者，决不能把走基层仅当成一
个活动或是一项任务，而要当成实
现人生价值、展现生命风采的舞
台。在新闻道路上孜孜以求，把

“在路上”作为工作常态，才会成为
一名人民热爱的好记者。

今天，我们在路上！

今天，我们在路上

本报讯 日前，一场以“我们在这
里相爱”为主题的中兴镇青年集体婚
礼在该镇干部群众代表的共同见证下
举行，来自该镇各村居、企事业单位和
新人的亲友近300人参加了婚礼。

据了解，参加集体婚礼的 3 对新
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崇明
人”，他们中既有曾经在中兴镇工作的

“三支一扶”大学生，也有新招录的年
轻公务员。近年来，中兴镇不断重视
青年人才工作，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上
关心青年人才，还提供多种机会，促使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相识相知，并最终
走上了婚姻的殿堂。当天的集体婚礼
紧扣崇明生态岛主旋律，在践行生态
环保理念的同时，凸显崇明本土特色，
让现场来宾耳目一新。

“我们新崇明人在这里相爱”
□ 通讯员 嵇开明

中兴镇举办青年集体婚礼

文/小鱼

沪上白领爱骑游
健身公益乐无穷

□ 记者 张永昌

许权成把新鲜的水果摆放好

新人们共同倒酒庆祝

（上接1版）探索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
道路。他表示，国家生态县建设是一
个过程，建议崇明进一步巩固成果，力
求生态建设长效化；深化工作，力求生
态保护常态化；丰富内涵，促进生态发
展科学化。

方芳在会上祝贺崇明创建国家生
态县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希望崇明
以此次部级技术评估为新起点，通过
发展强化保护，通过保护促进发展，努
力建设成为全市生态保护方面的典
范。她表示，市环保局将一如既往地
支持崇明开展国家生态县工作，协同
推进生态岛建设。

彭沉雷在会上作表态发言，他指
出，崇明创建国家生态县的五年，正是
现代化生态岛功能定位明确后，经济社
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全面推进并不断
取得成效的五年。崇明将以此次部级
技术评估为契机，按照领导和专家提出
的意见与要求，着重做好以下三方面的
工作：一是切实抓好整改落实；二是完
善与创新生态县的长效管理机制；三是
更好更快地推进现代化生态岛建设。

在崇期间，技术评估组一行还分别
前往东平国家森林公园、崇明规划展示
馆、横沙乡、长兴岛、青草沙水库、东滩
湿地公园、陈家镇生态绿廊、竖新镇仙
桥村、富民养猪场、生活垃圾填埋场、餐
厨垃圾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大气自动监
测站、永冠企业、城桥自来水厂、崇明工
业园区、城桥污水处理厂、崇明中学、西
门南村、南门港码头等30余处地点开
展现场考察、民意调查等工作，并对相
关技术资料进行审核，对本县生态建设
现状和成果进行了全面检查和评估。

崇明创建国家
生态县通过技术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