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传承延续崇明的乡土
文化，县社区学院组织力量编写了社
区教育教材《海农文化》一书，目前已
出版问世。

该教材既可供社区居民学习，也
可作为旅游服务人员培训教材，内容
分为水文化、灶文化、饮食文化等 12
个章节，采用文字、照片、民间故事等
形式，反映崇明从农耕文明逐步走向
生态文明的过程，体现崇明人的生存
智慧和文化积淀。

县社区学院积极发挥指导市民
终身学习的功能，近年来开发了一系
列乡土教材，充实了市民的学习内
容，因贴近社区贴近生活而受到市民
欢迎，部分还在全市和全国的社区教
育特色课程评比中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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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用手机
家长需把关

文/董耀棠

到2014年，崇明香酥芋艿有望挺进市区百家标准化菜场

崇明香酥芋艿 香飘沪上餐桌
□记者 杜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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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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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发展，的确促进了社
会生活的现代化，但是，任何事
物都具有两重性。通讯工具的
升级，使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得
到改善且受益多多，但同时又存
在着某些负面影响。

思想单纯、成熟度还不高的
未成年人，最易成为手机的受害
者。青少年由于手机上不良信
息的蛊惑而出现道德问题的事
例不在个别：有学生利用手机进
行考试作弊；有学生上课时迷恋
手机游戏或聊天而荒废学业；甚
至也有学生通过手机这一通道
参与犯罪活动等。

孩子的求新、求异思维，使
他们对手机存有艳羡感，特别在
进入初中后，对使用手机的兴趣
更加浓厚，不少学生都强烈希望
家长能满足他们拥有手机的要
求。于是，一些“心太软”的家长
就会心甘情愿、甚至省吃俭用地
为孩子购置高档手机，给予孩子

“爱心支持”。当学校老师诚劝
家长谨慎为孩子购置手机时，一
些家长还以“能及时联系和督查
孩子”来搪塞。可事实上，家长
真能达此目的吗？殊不知，家长
的“爱心”和“好心”，有时候恰好
为孩子偏离正道提供了便利。

孩子或许因社会阅历浅薄
而不识手机的弊端，可家长应该
有个清醒的认识：在中小学阶
段，学生使用手机要有合理控
制。此外，明智的家长还需要在

“孩子使用手机”这个问题上把
握好以下几点：

一要端正爱子观。呵护、关
心、支持孩子健康成长是必要
的，满足孩子正当需求也是应该
的。但是，爱子之心有时候更需
要理性的拒绝。

二要用好激励术。家长应
该坚持对孩子实施正面教育，科
学地运用好“奖励”这种激励手
段。切忌滥用“考好了，就给你
买手机”等方法。

三要优化教育法。对于孩
子无节制地使用手机的不当行
为，家长须加强教育，晓之以理
地帮助孩子分清利害关系，导之
以行地教育孩子增强抗诱惑的
自控力。

一言以概之，在孩子使用手
机这个问题上，家长们需要进行
正确的引导，教育孩子正确对待
手机、合理使用手机。

本报讯 近日，由市体育局、县政
府主办，县委宣传部、县旅游局、县
体育局承办，崇明旅投公司、万胜体
育协办的崇明岛水上自行车赛在明
珠湖公园举行，活动旨在更好地推
广自行车运动，为车友们提供聚会
和交流的平台。

此次明珠湖水上自行车赛有近
50 人参加，比赛分为单人赛和双人
赛，三队一组进行比赛。水上自行车
与传统的自行车原理基本相同，但是
水上自行车更考验参赛运动员的体
力、爆发力及协调能力等各方面的综
合能力。

据悉，明珠湖公园已多次协助举
办“低碳运动”，既提升了公园健康
向上的整体形象，也为公园今后自发
主办相关活动积累宝贵经验。

本县社区教育教材
《海农文化》问世

如何补好农业发展人才短板？

案头到田头 农业人才脱了钩

本报讯 11月7日是
伊斯兰教的古尔邦节，是
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回
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
等 少 数 民 族 共 同 的 节
日。当天，上海市工程技
术管理学校的新疆内职
班学生欢聚一堂，载歌载
舞，举行联欢活动。

作为承担内职班培
养任务的上海市工程技
术管理学校，今年9月份
迎来首批 117 名内职班
学生。入学以来，同学们
的汉语水平等都有了明
显进步。

载歌又载舞
欢度古尔邦节

□记者 杨企鹏 明珠湖公园上演
水上自行车赛

本报讯 前不久，向化镇开展送书
下村活动，镇图书管理员将县图书馆
配送的900多本图书送往各村农家书
屋。本批次图书包含健康保健、文艺
小说、生活常识、农技实用知识等多个
类别。

据了解，目前向化镇11个行政村
的农家书屋建设已初具规模，群众借书
看书热情高涨，图书借阅制度逐渐成
熟，图书管理员专业水平逐步提升。送
书下村活动一方面增加了各村农家书
屋的藏书总量，提高了图书的流动性；
另一方面丰富了图书种类，满足了不同
年龄段群众的读书需求。

书香阵阵溢农家
向化送书下乡村

□向化

合作社发展 亟待“升级版”农民

张平 摄

农业依靠科技，科技依靠人
才。崇明作为农业大县，农业人才
的规模水平、素质高低决定着农业
的发展水平，农村的经济状况，农
民的富裕程度。特别是在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的关
键时期，农业科技人才更是发挥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年来，崇明农村有一定知识
水平、年富力强的人大多进城工
作，留下的多为文化程度不高的老
农。“再这样下去，今后谁来种田？”
很多人感慨。对于致力于发展现
代农业的崇明而言，如何培养并留
住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
农民，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发展现
代农业提供智力保障，已是不容回
避的问题。

“今年病虫害相对较少，收成
应该不错。”11月7日上午，县植保
站农技员刘敏来到单位附近的一
块田边，观察水稻的生长收获情
况。“我最喜欢秋天，因为这是一个
充满丰收喜悦的季节。”

2002年，从江西农业大学毕业
后，刘敏来到崇明，在县农技中心
下属县植保站找到了自己的第一
份工作——从事大田病虫草鼠害
测报。一转眼，9年过去了，刘敏从
一名刚踏入社会的青涩学生成长
为崇明植保战线上的一名技术能
手。在刘敏看来，自己的成才与县
农技中心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密
不可分。

为帮助“新人”适应工作，县农
技中心设有“师徒一对一带教”、

“下基层锻炼”等机制；而对于想进
一步深造，修读在职研究生的人，
中心则提供经济补贴；对刘敏这样

的技术人才，中心还会下放一些重要
课题，为他们创造锻炼机会。

然而，与刘敏等县级部门农技人
才得到重点培养形成鲜明对比的，却
是基层农技人才的青黄不接，捉襟见
肘。每年6月到9月是本县水稻病虫
害的高发季节，也是植保工作者最忙
碌的时候。“光靠植保站几个人想要掌
握全县各地实时的病虫情况远远不
够，通常我们会借助各乡镇病虫害测
报员的力量。”刘敏告诉记者，最近几
年，随着老一批基层病虫害测报员的
相继退休，“懂行的”人越来越少，即使
有人员补上，大多也对这项工作并不
熟悉。

“病虫害测报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
工作，测报员就相当于农业工作中的天
气预报员，责任重大。”为更准确地了解
各地病虫害情况，刘敏只好与同事一
起，在各乡镇赶场采集基础数据。

基层农业人才出现断层，并非仅出
现在植保战线上，其他农业战线同样面
临这样的窘境。身为农业人，刘敏坦
言，干农业这一行确实很辛苦，与土地
打交道，耐不住性子、吃不起苦是干不
好的，而这也是让众多年轻人对“农业”
望而却步的主要原因。此外，从事农业
工作，收入有限，在同等收入条件下，大
多数人都倾向于选择更为轻松的职
业。在刘敏的大学同学中，至今仍在从
事农业工作的，已是寥寥无几。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每个农业管理
部门的案头都有一叠惠农、支农文件，
但“案头和田头”之间，却有一道明显的
鸿沟，那就是缺少真正能下田、能和农
民打成一片并进行指导的农业人才。

自 2007 年崇明首家农民专业合
作社——三星柑桔专业合作社成立
以来，本县农业合作社队伍犹如雨
后春笋般不断壮大。然而，蓬勃发
展的背后，农业人才稀缺的隐患正

不断显现。
在记者过去几年的采访中，但凡

问及合作社的人手问题，得到的回答
大多是这样的：“主要雇佣周边地区
上了年纪的老农帮帮忙。”农民专业
合作社由农民当家无可厚非，然而这
些“帮手”，大多知识结构老化，很多
人的种田技术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
水平，对于想要发展现代农业，做大
做强的合作社而言，这是急需突破的
瓶颈。

一位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合作社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准
备搞网上营销，希望招聘一些懂信
息化管理的大学生，可跑了几次招
聘会都落了空。”究其原因，首先很
多大学生就业观念还未转变，不愿
放下身段当农民；其次，即使有大学
生来应聘，不少人也是权当过渡，不
准备长驻，这让合作社在招聘过程
中心存忧虑，生怕招回来的是一些
留不住的“浮萍”。

作为崇明最早的十大合作社之
一，上海健绿花菜专业合作社目前已
实现了农业种植规模化，其蔬菜种植
面积超过万亩，品种逾20种，生产的
蔬菜，不仅供应崇明当地、上海市区，
相当一部分产品还走向了全国。总
经理高慧将合作社目前的成功归功
于拥有一支年轻而富有朝气的农业
技术和营销团队。

高慧说，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提
高土地产出率，为此合作社选择引进
了一批农科院的最新技术成果。有
了技术，还必须有与之匹配的人才力
量。“没有一流的人才，就不可能办成
一流的合作社。”作为一个年轻的创
业者，高慧理想中的合作社需要三股
年轻力量支撑：首先是一批年轻的农
业就业者，由他们组成营销团队、企
业文化团队，加强企业管理，开拓农
产品销售新渠道；其次是一群年轻的
劳动力，随着农资成本的提高，合作
社需要更年轻的劳动力，提高单位时

间内的工作效率；最后，还需要一
批青年创业者，他们热爱农业，能
够熟练运用各种农业新技术，并富
有创新研发精神。

这 么 多 的 年 轻 力 量 从 何 而
来？“健绿”并没有盲目地对外招
聘，而是从本地挖掘现有人力资
源。目前，合作社的年轻从业者大
多是本地挖掘出的富余劳动力。
合作社通过在基地周边地区的中
青年农民中开展专项技术轮训，并
借助县蔬菜站和市农科院的师资
力量以及合作社现有农技人才优
势，培养了一批爱农业、懂技术、会
经营的合作社骨干和专业农民，为
合作社迈向有机种植之路构筑了
坚实的基础。

“没有技术不要紧，学历不高不
可怕，在我们这里，能吃苦，肯学习，
有责任心，一样可以成为人才。”高慧
说，合作社去年有25名工人通过了
农民技能等级培训，持证上岗，目前
这支队伍还在继续壮大。

会培养人才，还要懂得如何留
住人才。“健绿”在这方便也颇费心
思。对于工作表现好的技术工，提
升其为技术员；对于有研发创新精
神、踏实工作的农科人员，则调派
至有机种植基地参与更重要的工
作。这些提升不单单是收入上的
增加，更是对年轻人勤奋工作的肯
定与激励。

对于那些正身处农业人才紧
缺烦恼中的合作社，“健绿”在发展
中的一些经验或许值得借鉴。

本报讯 记者日前在上海瀛旭蔬
果专业合作社看到，150亩香酥芋艿地
里呈现出一派“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美
景。近来，合作社每天都要向市区供应
香酥芋艿400斤，以均价4元/斤计算，
每亩地的产值至少能有8000元。

作为崇明十大特色农产品之一
的香酥芋艿，肉质细腻，香糯可口，煮
而不糊，深受上海市民欢迎，目前在
上海市场供不应求。上海瀛旭蔬果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超告诉记者，合

作社种植香酥芋艿已经4个年头了，
香酥芋艿产量高，产值好，市场需求
量大，是合作社的“明星产品”，合作
社正在进行市场调查，计划明年扩大
种植面积。

看好崇明香酥芋艿的还有崇明
绿色食品产销联合会（以下简称“绿
联会”）。绿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绿
联会计划从明年开始，启动崇明香酥
芋艿三年计划，利用三年时间，将崇
明香酥芋艿送进沪上100家标准化菜
场，借此助推崇明农业结构调整，帮
助农民拓宽增收渠道。

据介绍，目前崇明共种植有香酥
芋艿6000亩，年产香酥芋艿1200多万
斤。凭借国家工商总局颁发的“崇明
香酥芋”原产地商标、国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绿色食品认证等“硬件”，
崇明香酥芋艿已成功打开世纪联华、
华联吉买盛等 10 多家超市的销路。
下阶段，绿联会将通过整合崇明香酥
芋艿商标、召开推介会、开展种植培
训、加强安全监管等多项举措，引导
农户逐步扩大崇明香酥芋艿种植面
积，做大做强崇明香酥芋艿品牌，进
一步打开崇明香酥芋艿的销售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