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庙镇周河村村干部
深入田间地头，细致察看农民种植的
西红花的长势情况。

据悉，西红花是一种较为名贵的
药材，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周河村农
民种植西红花已有多年，并有较为可
观的经济收入。周河村有关负责人
说，西红花是该村近年来发展的特色
农产品，目前种植面积达到 80 多亩，
虽然面积不大，但产量和效益比较
高。下一步，村里准备在西红花种植
过程中继续探索新的科技手段，提高
产量，助农民增收。

本报讯 近日，城桥镇江山社区顺
利通过市民政局组织的创建自治家园
考评验收，成为崇明首批上海市居委
会自治家园，并成功创建市级模范居
委会。

近年来，江山社区居委以“创新社
区管理，共建自治家园”为工作重点，积
极引导广大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管理和
活动，建立了“齐心协力、共建自治家
园”的联席会制度，实行“1+3+N”创新
自治管理，依靠组团式力量，形成工作
合力，努力为居民解决“急、难、愁、盼”
等问题。

本报讯 开学了，本县中小学生惊
喜地发现，平时常用的练习簿和以往
不同了，比以前的本子颜色略微黄一
点，格子稍微宽一点。

据了解，为让孩子的眼睛看得更
舒适，降低不良近视的发病率，市教委
会同相关部门，对中小学生练习簿的
用纸、格线大小和颜色进行了细化规
定，新学期开始，本市各中小学校启用
新练习簿。

有关专家还提醒，由于中小学生
学业的增加和电视电脑等使用频繁，
青少年近视发病率升高，预防近视，要
从平常小事做起。

奇：10086人工智能“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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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亩田：分享健康快乐是为“福”

□ 记者 朱卓君 咸明

□ 记者 朱卓君

□ 通讯员 施振华

开栏的话：产业发展是生
态岛建设的“引擎”，企业是产业
发展的主力军。牵挂企业冷暖，
心系企业发展，是本县党政主要
领导历来重视的工作之一。连
日来，县委书记彭沉雷等县四套
班子主要领导带队，深入本县
30多家中小企业走访，共商破
解瓶颈、解决难题的良方。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本
期开始，《崇明报》推出《关注中
小企业生存现状》栏目，以此为
窗口和平台，让大众了解本县中
小企业现状，关心崇明产业发
展，共同为企业“抓机遇、促发
展、优环境、稳增长”献计献策。

中国的“福”文化源远流长，对于“福”字，比较通俗易懂的一种解释是，祈祷有口（人口）有田，平平安安。在崇明，有一家专业从事有机
蔬菜瓜果生产配送的企业，她的创办者是3个上海交通大学EMBA班的同学，他们的梦想是为人“造福”。记者日前来到这家企业，走近她
的创造者，细细体味她那具有非常感染力的企业文化——

梦想播种在无垠的田野

走基层·接地气·听民声

食品就要坚持安全第一

我们做的是分享的文化

趣：“蜡梅”与“梅花”是两种植物
□ 记者 咸明

□ 记者 咸明

去年秋天，“一亩田”销售人员在小区内开展推介活动

练习簿“变脸”
视觉舒适度更高

本报讯 日前，上海电视台“星尚”
频道《人气美食》栏目组来到崇明，对
崇明白山羊等特色美食进行全方位跟
踪报道，也将生态崇明的靓丽风采展
现给更多的观众。

栏目组来到在崇明享誉已久的
东江羊肉馆，探访崇明白山羊的制作
工艺，并随机采访了不少食客，以他
们的视角展现崇明的生态美食。随
后，栏目组还来到位于三星镇的崇明
白山羊养殖基地，近距离接触白山羊
的饲养工作，让更多市民了解生态优
质的白山羊养殖环境。

《人气美食》节目编导乌迪说，这次
来崇明，主要介绍当地美食，如白山羊、
老毛蟹、黄金瓜、香酥芋艿等特色农产
品。目前，这些农产品的身影在沪上20
多家标准化菜场都能见到。栏目组希
望带给市民的不仅是美食，还有崇明的
生态理念。

“星尚”相中崇明
生态美食传沪上

□ 记者 徐晨

▲ 新版练习簿（右）看起来更舒适

发展特色西红花
助推农民增收

创新社区管理
共建自治家园

□ 记者 杨企鹏

庙镇周河村：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亩田，每个
人心中都有一个梦。在东海之滨
的崇明生态岛，就有这样“一亩
田”，它承载着3个人的理想，实现
着一群又一群人的梦想——“一人
一口田”，这个源于“福”字的企业
Logo，道出了上海一亩田实业有限
公司所有人的心声——让更多的
人吃上安全美味的蔬菜瓜果、分享
健康快乐，是为“福”也。

近年来，食品安全频频告急，让
人心里很不是滋味。“能吃上安全又
美味的菜就好了。”妻子的一句感叹，
激发了“一亩田”发起人张桓最初的
灵感。曾任世界500强IT企业高管、
年薪百万的他，毅然决定放弃优厚待
遇，走自己的创业路——回家种菜。

“你要回家种地？！”刚听到张桓
的这个“梦想”，上海交通大学EMBA
班的同窗好友高春茂、邱建新都乐

了。“我想让更多的人吃上健康食品。”
当张桓说完前因后果，三人都认真起
来，并一致认为，这项事业“有奔头”，
随后列出创业的初步计划——建立有
机蔬菜农场，打造健康食品，同时建立
标准化生产模式，并实行产销对接。
拥有丰富 IT 从业经验的张桓负责开
发标准化生产和配送系统，资深化工
专家邱建新以高新技术培育有机蔬菜
瓜果，曾任多家大型国企生产管理负
责人的高春茂主营生产管理，三人同
行，各司其责。

可是，要去哪里种有机菜呢？邱建
新以专业眼光判断，能生产有机菜的地
方，必定水清土洁空气净。

“来我‘家’种吧。”张桓半开玩笑的
一句话把大家真的逗乐了。张桓是崇
明人，出于“私”，他对崇明有感情，家乡
的一草一木，魂牵梦萦；为了“公”，他和
好友多次来崇考察踏勘，并与其他地区
作比较，最后认定：崇明，只有崇明，才
是梦开始的地方。

2008年底，崇明向化镇北七滧地
区，张桓、高春茂、邱建新三人投资800
万元，占地300亩的“一亩田”有机蔬菜
农场诞生。优越的生态环境，未开垦的
处女地，梦想若是播种在这样一片无垠
的田野上，定有无限可能……

“MA001、ALQC01、ALBC09……
每天下午 1 点，上海的订单汇总到我
这里，根据清单，下午采摘，晚上送到
客户家里。”在“一亩田”生产部，大学
生朱远红正通过网络详细记录订单最
新数据，“我们是全国首家数字化有机
农场。”他自豪地说。

“所谓数字化有机农场，就是每块
地和种植的蔬菜瓜果均有唯一编号，可
通过IT科技进行‘身份扫描’，并记录
和操控施种、施肥、浇灌、除虫和采摘全
过程，确保蔬菜生产安全、源头可追
溯。”这套系统是张桓的得意之作，而更
令他骄傲的，是“一亩田”对食品安全的
坚持，对企业形象的维护。

创业初期，由于大众对有机菜很陌
生，“一亩田”就连技术员都很难招。“不
施化肥，不用农药，这菜怎么种？！”几位
经验丰富的老农种了一辈子菜，听到有

机菜的这种“纯天然”种法直摇头。刚
开始缺乏经验，一些菜得了病虫害，菜
农劝老板用微毒性的农药试试杀虫，被
邱建新断然拒绝：“谁要是用哪怕一丁
点农药，谁就要负责！”2009 年夏天，
一场暴雨淹死了农场里几乎所有的
菜，而在这前，“一亩田”刚接了一个
20 万斤有机西瓜的大单子。有人想
用普通西瓜顶替以减少损失，却在邱
建新那儿碰了钉子：“我们做有机菜的
出发点就是生产健康食品，这是用良
心做的，违心的事我决不做。”

宁愿亏钱、赔钱也要坚持原则、坚
守良心，“一亩田”对于诚信的坚持终于
结了果——三人的许多朋友，成了有机
番茄的第一批客户，虽是“亲友团”助
阵，但他们真心的陶醉和真诚的赞扬令
张桓、高春茂和邱建新看到了曙光。

创业至今，“一亩田”已有5000多
名固定客户，服务对象超过6万名，去
年销售额突破3000万元。

“刚创业那会儿，可以用‘伸手不
见五指’来形容。”张桓感慨，“空旷的
田野和夜空，到了晚上，方圆几里没有
一点灯火；简易的房子搭建在水泥地
上，风从底下呼呼地往上‘钻’，开了取
暖器还是冷。”

然而，追求理想的“一亩田”人，
即便只是黑夜里点点星光的寒亮，也
能令他们感到温暖，产生希望。

“第一批有机菜种出来了，我们
兴奋地拿到上海的高档小区去卖。”
高春茂说，残酷的现实是，刚开始根
本无人问津。三个 EMBA 的高材
生，几乎跑遍了上海所有高档小
区。渐渐地，有人尝试了，被人认同
了，更多的人下订单了。“我们高兴
地告诉基地的农民，我们的有机菜
有市场了，你们的辛苦没白费！”而
农民呢，也更积极地投入工作，他们
热烈讨论甚至争论，彼此分享种植
经验，帮助“一亩田”建立了几十套
不同品种有机菜的种植标准。

“一亩田”把优质产品送到家，还
和社区居民进行互动，把健康和快乐
传播给众人。如今，客户群中五六岁
的孩子都知道“一亩田”，许多客人还

“组团”来生产基地参观游玩。
“现在，我们最出名的蔬菜是小

番茄，而且客人吃番茄都有了一套标
准动作。”高春茂得意地演示了一番
——一只、两只，实在好吃，第三次抓
了一把，捧在手里慢慢品尝。

“我们所做的，就是这样一种分
享的文化。”高春茂说，它不仅在企
业里传播，“这种健康快乐的理念还
会感染我们接触的每一个人。”

本报讯 近日，瀛洲公园、金鳌
山公园内暗香浮动，闻香寻梅的游
客络绎不绝。赏梅时，不少游客对

“蜡梅”的正确写法、“蜡梅”和“梅
花”的区别提出了疑问，有关专家对
此进行了解释。

有关专家称，“蜡梅”这个名字
更规范。在权威的植物学书籍如《中

国植物志》中，都以“蜡梅”作为规范的
中文学名。至于“腊梅”之名的由来，主
要是因为人们认为蜡梅的花期在农历
腊月。其实，蜡梅通常在12月初始花，
花开至翌年2月；而在蜡梅科植物中，
除蜡梅外，还有亮叶蜡梅、柳叶蜡梅、夏
蜡梅等植物。除蜡梅外，其他蜡梅科植
物开花季节各不相同，夏蜡梅等是在4
月至6月开花。专家就此指出，用“腊
梅”这个名字可能会误导人们对蜡梅科

植物花期的认识。
至于蜡梅和梅花的区别就更大

了，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两种植物。专
家介绍说，梅花为蔷薇科杏属落叶小
乔木；蜡梅为蜡梅科蜡梅属落叶灌木，
少数整形成乔木状。两者的花期也不
同，梅花花期晚，一般在1月至3月；蜡
梅通常在12月初始花，花开至翌年2
月。此外，梅花品种多，花色丰富，有
红、粉红、白及淡黄色等；而蜡梅花的

外花瓣仅蜡黄色一种，有的内轮紫
红色。专家提醒，目前蜡梅正在盛
花，花期可持续至2月，梅花刚刚绽
放，盛花期预计在2月中旬至3月，
市民赏花可别搞错了名字。

本报讯 10086原本是中国移动
针对用户办理各类业务的短信平台，
不过最近却“走红”起来。你发短信

“我失恋了”，它回复“天涯何处无芳
草，何必单恋一枝花”。你问他“多大
年龄了”，它回答“年龄可是秘密，不

可以随便说的，总之我还年轻”。自从
这组对话内容在网上曝光后，一时间引
来网友们纷纷效仿，版本更是花样繁
多，原本是用来办理各种业务的10086，
因其回复内容诙谐幽默，被网友戏称为

“最善解人意”的聊天对象。
为验证这一现象，记者尝试向

10086发送了内容为“失恋了”的短信。

2秒钟后得到相同的回复。此外，即使
面对一些“无厘头”问题，回复内容也会
提供多个选项耐心询问需要什么服务。

网友问，如此善解人意的聊天对
象究竟是男是女？近日，记者就此来
到中国移动上海公司崇明分公司询
问。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可
以人性化回复问题的操作平台，实际

是公司 2008 年世博会时启用的智
能机器人，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客户使
用短信营业厅的门槛，在客户记不清
短信业务指令时，通过模糊匹配找到
客户需求的服务。此外通过多年来
对用户提问的归类，智能机器人还有
一个庞大的短信回复数据库，且这个
数据库里的内容逐年在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