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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锡根

文明“大戏”浅唱广传

今年7月以来，陈家镇成人学校在该镇农民中开展“陈家镇提高居民生态文明素养实验项目”，深入
农村、社区、企业，将“低碳”、“环保”、“生态”、“文明”的理念播撒到广阔的农村土地，老百姓喻其为——

变化中理念扎根

● 八面来风

喜闻乐见学“生态”

农民素质须提高

本报讯 新河镇新建村群众健身
舞红红火火。每当夜幕降临时，村民
就会来到健身广场，在优美的旋律中
跳起健身舞，成为新建村的一道亮丽
风景。

自今年 7 月以来，新建村部分村
民开始跳健身舞。村干部对群众的这
一活动十分关心，专门在村广场上安
装了灯光，配备了音响。村干部的关
心支持，鼓舞了村民跳健身舞的热情，
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渐渐地，村子里
打麻将的人少了，社会风气好了。村
干部自豪地说，农民跳健身舞，是健康
向上的表现，作为基层干部，理应关心
支持群众的这一文化活动。

位于绿华镇绿港村的位于绿华镇绿港村的““桃源水乡桃源水乡””

□ 通讯员 张伟杰 施文俊

□ 记者 咸明

本报讯 近日，东平镇禁毒办在认
真学习《戒毒条例》的基础上，深入企
业开展宣传。

该镇禁毒办专职干部带领禁毒
社工、禁毒志愿者、社区康复人员来
到上海盈杰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厂区，
利用禁毒展板及发放印有《戒毒条
例》内容的小册子向企业职工宣传，
提高《戒毒条例》的知晓率，在广大群
众中形成学习和宣传禁毒、戒毒的良
好氛围。

本报讯 日前，东平国家森林公园
游览车组在国家旅游局、共青团中央组
织的评选活动中被授予2009-2010年
全国“青年文明号”称号。

东平国家森林公园游览车组有18
名青年，他们爱岗敬业、乐于奉献，良
好的职业素养、优质的服务水平深受
游客好评。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
间，游览车组出色完成各项重要世博
接待任务，受到各方充分肯定。

该组成员顾芸说，在做到使游客
满意的同时，也要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让游客度过美好一天。作为森林公园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公园游览车组表
示要珍惜荣誉，继续发扬“敬业、协作、
创优、奉献”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提
升服务质量，为崇明旅游事业的发展
做出新贡献。

小额贷款为合作社发展“加油”

本报讯 继“思念”水饺被检测出
金黄色葡萄球菌不久，近日“三全”和

“甲天下”等品牌的部分批次水饺也被
检测出存在质量问题。接连爆出的速
冻水饺质量问题让不少消费者在购买
时不免忧心忡忡。

此次被检测出含有金黄色葡萄球
菌的水饺为三全牌702克装的“白菜猪
肉水饺”和1.2千克装的“萃玉白菜猪肉
水饺”，而“海霸王汕头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 500 克装“甲天下韭菜猪肉水
饺”则被查出过氧化值超标。

记者日前走访城内部分超市时了
解到，超市方还未接到下架通知。

不过通过电视、报纸等途径了解
到此次细菌门事件的市民表示，接连
的食品安全问题让他们在购买同类产
品时不免有些担忧，希望监管部门能
够加大监管力度，还市民一个安全的
消费环境。

本报讯 近期，各种瓜子、松子、开
心果等炒货开始集中上市，但价格走
势却截然不同。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坚果类诸如
开心果、夏威夷果、碧根果等品种，价
格相比去年都有所上涨。大部分炒货
的价格基本与去年持平，而松子的价
格却是大幅下跌。据店员介绍，松子
一般都是以3年和5年为一个生长周
期，今年正好是松子的丰收年，吉林长
白山、黑龙江等地都是大丰收，量多直
接导致了价格的下降。

不少炒货经营户告诉记者，去年
因为松子价格太高，他们都不敢贸然
进货，以至到了年底不少想要置办年
货的市民都找不到松子的身影。而今
年松子不仅价格低了，质量也很好，各
种炒货店都将松子摆放在显眼的位
置。喜欢吃松子的市民，不妨趁新货
上市尝尝鲜。

老师以小品形式给农民讲解“低碳”理念

□ 记者 杨企鹏

上海农商银行：

——记崇明籍著名画家陈玉兰

《戒毒条例》进企业
提高群众知晓率

□ 东平

消费者称
监管需“给力”

速冻水饺屡曝“细菌门”

□ 记者 朱卓君

□ 记者 张永昌

爱岗敬业展风采
东平国家森林公园游览车组
获评全国“青年文明号”

新河镇新建村：

跳起健身舞
生活真红火

松子丰收上市
价格实惠销售旺

□ 记者 蔡丹

本报讯 日前，港沿镇在该镇梅
园村举行了健身气功交流展示活
动。县委 610 办、县体育局等有关部
门负责人到场观摩指导。活动展示
了八段锦健身功法，身着整齐练功服
的男女老少，在优美的旋律下翩翩起
舞。在健身活动现场，镇、村干部还
向观众发放了科学健身和反邪教等
方面的宣传资料，使更多人了解健身
气功等科学健身的方法，营造了崇尚
科学、反对邪教的良好氛围。

□ 通讯员 范本泉 袁海

港沿镇开展科学健身活动

崇尚科学 反对邪教

今年10月18日上午，中国杰出的
革命教育家徐特立铜像落成揭幕仪式
在上海奉贤区永福园陵举行。在徐特
立铜像揭幕后，一位“百老德育讲师
团”女画家赠画。随着画卷徐徐展开，
与会者响起一阵热烈掌声。只见那是
一幅 6 尺整幅的牡丹画，盛开的红牡
丹、粉牡丹栩栩如生。题签曰：“凛然
气节百世芳”。

这位女画家叫陈玉兰，上海市崇明
人，复旦大学教授，退休后担任上海百
老德育讲师团团员。现为世界教科组
织联合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书画院名
誉院长、中国书画家协会顾问、国家一
级美术师等。陈玉兰从小爱好绘画，后
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从事财经专业教

育等工作，研究成果屡屡获奖。退休
后，她重拾画笔，创作出许多群众喜闻
乐见的美术作品，尤以画牡丹见长。

陈玉兰为何对牡丹情有独钟？
她兴致勃勃地讲述了关于牡丹的美
丽传说：相传当年武则天临朝，腊月
游花园，下诏百花夜放，百花不敢违
抗，齐齐夜放，唯独牡丹不肯屈服。
武帝龙颜大怒，将牡丹从京城长安贬
至洛阳。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
称赞“天下真花独牡丹”。陈玉兰说：

“徐特立是毛主席的老师，是一位永
远值得中国人民尊敬的老前辈。作
为后人，我们要永远铭记徐特立，学
习和传承他身上像牡丹一样的精神，
为构建和谐社会多做贡献。”

陈玉兰其作品之所以有艺术感染
力，是因为她既吸收传统，又注重深入
生活，使自己的艺术作品富有时代精
神。多年来，她经常去“牡丹之乡”洛
阳写生，寻找大自然的生趣，气韵源于
自然，以情纵笔，诗情画意皆在其中。
她的艺术深深地扎人民的土壤里，奔
波在群众生活的热流里，全身心把群
众喜闻乐见的书画艺术倾注在自己的
作品之中。

这些年来，陈玉兰的绘画作品不
仅深受人民的喜爱，更是收藏者的热
点。她的画作经常在国内外大型画展
上展出，并入选我国外交部编的《新中
国国礼大师》等画集。

最近，陈家镇晨光村村民老朱
家发生了可喜变化——场心上堆放
的杂物不见了，屋旁种了一棵棵绿
树，4 个大功率的灯泡全都被节能
灯取而代之。老朱说，这是要过“低
碳”生活了，前段时间，镇上成人学
校的老师来村里上课，通过几次学
习，村里人明白了，原来“低碳”、“环
保”，就是节省、干净，“生态”、“文
明”就是干干净净地过舒舒服服的
日子。“现在，我家老太婆每天晚上
都要拔电器插头，她说，这样能省
电，省电就是省钱，我赞同！”

老朱还兴致勃勃地讲起了邻里
的“八卦”：“知道现在大家逛超市、上
菜市场都用什么吗？崇明土布做的
购物袋！环保、省钱，塑料袋没市场
啦！”“老张家换节能灯了，一样亮堂，
我前几天也换了。”“老陈出门买苗木
去了，他说拆了羊棚后，正好种点树
填补空地，这样也会好看些。”

对“生态”、“文明”有所顿悟
的，又岂止晨光村村民，今年 7 月，
陈家镇成人学校在晨光村、鸿田

村、协隆村等8个村、3个企业深入开
展“陈家镇提高居民生态文明素养实
验项目”，几个月来，生态、文明的理
念逐渐为农村居民了解接受，并正化
为他们参与生态岛建设的实际行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之前在一
些人看来，生态、文明似乎和农民不
太“搭噶”，为什么要和农民讲生态、
讲文明？陈家镇有关领导的回答一
针见血：陈家镇的建设日新月异，硬
件设施快速推进，软实力也应当提高
到相应程度，尤其是当地一大批农村
居民的素质有待提高，这关系到如何
真正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和可持续
发展。据此，陈家镇党委作出相关战
略决策，“陈家镇提高居民生态文明
素养实验项目”应运而生，并被列入
市重点实验项目，由陈家镇成人学校
负责具体实施。

给农民上“生态文明”课，陈家镇成
人学校的老师们着实动了一番脑筋。

“要让农民接受，自然是要通俗易懂，并
且喜闻乐见。”校长黄立昌说，讲生态文
明，不能晦涩难懂，首要任务是普及。
于是，老师们查阅书籍，上网搜集整理
资料，然后拟定课题，制作多媒体课
件。第一堂课上下来，喜忧参半。PPT
图文并茂，视频生动形象固然吸引人，
但一些内容较为难懂，村民一时摸不着
头脑。之后学校请来专家指导，改进内
容，又改变形式，使其更贴近老百姓。

“比如讲低碳、环保，我们请来专
业人士编排节目，然后请文艺团队来
演，几个演员一人上台讲一句，就把关

键的几条说清楚了，村民也容易记。”
再拿交通文明课来说，黄立昌刚上这
课时，几乎不敢相信，很多村民竟不会
辨别汽车转向灯。他想了个“笨”办
法，在黑板上画了一辆车，标出左右转
向灯，然后又画电瓶车，边画边和村民
讲解，半个钟头下来，大家终于明白，
红灯停、绿灯行，“宁停3分钟，不抢一
秒钟”，这都是为了生命安全。

就这样，学校老师“自学自编自
导”，唱了几个月的低碳、环保、生态、
文明“大戏”，在村民中口碑日盛，不少
周边居民也闻声而来，津津有味地坐
着听课。有个别迟到的人进课堂时大
声喧哗，还会被“同学”们善意提醒。
大家都说，通过学习这些寓教于乐的

课程，切身体会到生态、文明的意义
和乐趣，生产生活的劲头更足了。

记者手记：生态、文明已是潮流
所趋，它们离当代农民并不遥远，而
恰是息息相关。生态岛建设，生态
是基础，文明是内涵。作为农业大
县最基层的劳动者、生态建设最广
泛最直接的参与者——农民，他们
的生态意识、文明素质若得不到与
物质文明相应的提升，那么发展成
果共享、可持续发展只能是事倍功
半。目前，崇明生态岛建设已渐入
佳境，基于当前形势，本县在农民中
开展生态文明的普及教育，可谓贵
在先知、胜在先为。

本报讯 近日，上海农商银行工作
人员来到本县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作
调研，详细了解其生产和资金周转等
情况，为需要贷款的合作社提供帮
助。今年以来，上海农商银行为本县
100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发放近8000
万元的小额贷款，为其发展注入新活
力，农民也从中得到实惠。

经过几年发展，本县农民专业合
作社已发展到1000多家，其中相当一

部分在发展过程中遭遇资金瓶颈，上
海农商银行积极响应国家的惠农政
策，为这些合作社提供小额贷款，推动
合作社发展壮大。

上海欣园葡萄合作社是本县种
植葡萄面积最大的合作社，这几年在
发展过程中，投入较大资金用于基础
设施改造。该合作社负责人管益民
告诉记者，上海农商银行连续 4 年支
持合作社发展，发放贷款 400 多万
元，合作社还享受到国家贴息贷款，
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

去年，上海福岛水产合作社在市、
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投入 600 多万
元对千亩蟹塘进行标准化改造，其中
的一部分改造资金得益于农商银行的
小额贴息贷款。该合作社负责人沈亚
达说，农商银行发放的贷款如“及时
雨”，保证了合作社的生产顺利进行。

为切实做好惠民工作，上海农商
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通过优
化服务手续、加大宣传力度等，使小额
贷款成为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断发
展的资金链，为农民增产增收“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