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7 月 12 日下午，来自同济
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台湾逢甲大学、
台湾世新大学两岸三地四校的 130 余
名学生走进崇明规划展示馆和东滩湿
地，了解崇明生态岛建设及生态城镇
规划情况。本次活动是 4 所高校共同
主办的“2014 年联合大学（暑期·上
海）”所开设的实践课程之一。

7 月 6 日，“联合大学”在同济大学
开学，为期 10 天。4 所高校分别开设
的 4 个开放性特色选修课程包同时开
讲。来自 4 所高校的 419 名在读本科
学子入学上课，澳门大学 8 名学生受
邀参加学习。其中，同济大学所开设
的《建成环境和城市文化》课程包中即
包括了“生态城市：崇明规划与实践”
课程。

据悉，两岸三地四所高校在今年
暑期首次推出“联合大学”，旨在进一
步推进大陆高校与港澳台高校之间开
展实质性合作，特别是促进师生校际
间的学习交流与合作。首届“联合大
学”以“卓越、创新”为主题，充分利用
4 所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为两岸三
地学子搭建交流沟通平台，助力培养
具有领袖精神、创新思维、沟通能力的
卓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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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杜烨

□记者 朱竞华

□记者 石思嫣

崇明好声音海选“开唱”

小番茄真的是转基因食品吗

网传小番茄等为转基因食品

农业部网站给出答案“NO”

多数瓜果靠常规育种

亲子嘉年华 宝贝来撒欢

崇明生态建设进入
“联合大学”课程

两岸三地四校学子来崇
参观生态岛建设规划

“快乐世界杯”活动落下帷幕

□丛青

□丛青

▲图为家长和孩子一起参与亲子活动

本报讯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是劳
动者的“保护神”，对劳动者在危险作
业环境中工作时避免、减轻意外事故
伤害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确保崇明地区生产的特种劳动
防护用品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县质量
技监局近日对崇明地区的上海禄华安
全设备有限公司等 6 家特种劳动防护
用品生产企业开展以安全帽为重点的
专项检查。工作人员重点对生产企业
的生产检验条件、原辅材料仓库等进
行了检查，并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
出了整改要求。

本报讯 今年“6·26”国际禁毒日，
港沿镇禁毒宣传教育基地揭牌成立。
暑假期间，教育基地将为孩子们提供
贴心的禁毒教育。

据悉，禁毒基地配备多媒体演示
功能、音像资料和相关书籍，以及图片
和实物展示等。专职管理员、讲解员
等将引导孩子们通过观看、听讲等形
式认识毒品危害，拒绝毒品诱惑。

港沿镇禁毒宣传教育基地

为孩子提供贴心
的禁毒教育
□通讯员 庞乐乐

县质量技监局——

严把“特种劳动
防护用品”质量关

□质监

本报讯“小朋友们看仔细了，先
将手中的红纸对折、再对折，然后沿着
外延剪出一个圆弧……”城桥镇金鳌
山社区假日学校日前举办了一场暑期
活动，50 多名学生在社区老师和党员
志愿者的指导下，体验剪纸乐趣。

活动中，金鳌山社区特别邀请了
老年大学的剪纸老师，为孩子们进行
指导。活动现场，孩子们全神贯注地
盯着剪纸老师的每一个动作，生怕错
剪一刀而破坏了整体造型。陈子禾小
朋友是实验幼儿园的学生，在家长的
陪同下来到假日学校参加活动，陈子
禾的家长表示：“学校里也有剪纸课，
孩子很喜欢这类课程，动手又动脑。”

在一上午的课程里，孩子们都剪
出了一张张心仪的作品，并纷纷表示
这次的假日学校活动非常有趣，很期
待下次再来。

金鳌山社区假日学校：

让孩子体验剪纸乐

□记者 石思嫣

本报讯 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成
果巡展暨百名市民书法家获奖作品展
近日在绿华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展出。

此次展出的作品，是从两万名书
法爱好者当中脱颖而出的优秀书法作
品。这些作品的作者中，既有百岁高
龄的老者，又有 6 岁的小书童，所展作
品真切表达了广大书法爱好者对中华
传统文化的热爱。

此次作品展为绿华镇书法爱好者
提供了学习的机会，起到了很好的推
动作用，鼓舞更多书法爱好者用手中
的笔，书写市民的美好生活。

百名市民书法家获
奖作品在绿华展出

□绿华

废旧资源来回收
倡导绿色环保行
□记者 朱卓君

本报讯 日前，绿华镇在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开展绿色星期五社区资源回
收日专场活动。一大早，不少社区居
民将家中的废旧衣物、废电池、废灯管
等废旧物品拿到现场进行回收，参与
的居民还能兑换到手绢、阳台菜盆等
纪念品。

绿华镇绿色星期五社区资源回
收活动两年前启动，活动旨在培养
居民的绿色生活习惯，增强社区居
民的环保意识。市民可就近将家中
的废旧物品交由各村居指定地点进
行回收，回收物品将由相关部门进
行分类处理。

本报讯 由县文广影视局主办的
“梦想之声，想唱就唱”崇明好声音海
选日前正式拉开帷幕。在新海镇海选
现场，50 多名选手纷纷献出自己的拿
手曲目，赛场高潮迭起，掌声阵阵。

据悉，首届“崇明好声音”通过新
媒体、电视台、各乡镇文广站、网站等
多种宣传渠道，获得了广大市民的关
注。截至目前，崇明好声音比赛报名
人数已突破1000人。

张峰张峰 摄摄

本报讯 最近，市民周小姐有些烦
恼，她在微信朋友圈收到一条有关转
基因食品的讯息，其中周小姐的最爱

“小番茄”也被列入了转基因食品名
单。小番茄真的是转基因食品吗？吃
了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吗？周小姐有些
迷茫。

记者在周小姐转发的微信《转基
因食品长这样，记住了》中看到，“中
枪”的不止小番茄，表面光滑、长相“漂
亮”的胡萝卜，体型优美、饱满的玉米
等纷纷被列入了转基因食品“ 黑名
单”。该条微信讯息还声称，转基因食
品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并改变人类本身
的正常基因，进而造成人类抵抗力下
降、丧失生育能力等。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路人，过半
的受访者均表示曾看到过此类微信，
并出于对健康的考虑，选择对微信中

列出的食品敬而远之。市民王先生的
话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想法：“宁可信其
有，不可信其无，还是少吃或不吃为
妙。”

那么，这条微信中所列的食品真
的都是转基因的吗？小番茄真的不能
吃了吗？

记者日前登录农业部网站（http:
//www.ny3721.com），进 入“ 转 基 因
权威关注”页面，看到了如下解释：
网上流传一份转基因食品名单，包
括“圣女果、大个彩椒、小南瓜、小黄
瓜”。其实，这些都不是转基因的。
植 物 是 大 自 然 赋 予 人 类 的 宝 贵 财
富，人类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对野
生植物进行栽培和驯化，从而形成
了丰富的作物类型。植物本身的特
性、野生植物类型、地球气候和生态
条件变化以及人工选育等造就了农
作物的多样性。

以番茄为例，番茄原产自南美洲

秘鲁、厄瓜多尔等国，至今在那里还可
以发现几乎全部的野生种，当地土著
居民自古至今都从自然界中采摘食
用。随着印加帝国的灭亡和印第安人
的迁徙，最初番茄被传到北美洲南部
的墨西哥，在墨西哥湾土地肥沃、温暖
湿润的气候条件下，经自然演变和人
工选择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变异。

彩椒是由于含有不同类型的花青
素，才表现为丰富的颜色。目前市场
上在售的果蔬，颜色五彩缤纷。彩椒
的颜色只是因为天然存在的遗传基因
差异而导致的，与品种有关，跟转基因
没有什么关系。

记者还从上海市农科院园艺所所
长、研究员谢祝捷博士那里证实了这
一说法。谢祝捷解释，棉花、辣椒、玉
米、水稻、花菜等有不同颜色，是自然
突变选择后形成的遗传基因差异，并
非转基因的结果。

谢祝捷还表示，被“传说”为转基

因品种的瓜果蔬菜都是常规现代育
种手段可以做到的，用转基因方法反
而是不经济的做法。“无论大小、颜
色，在自然界的自然突变体中，都可
以找到。育种家需要做的仅仅是将
这些突变体找到，并和其他好的性状
通过自然杂交聚合到一起，选择培育
出新品种。”

同时，对于网传的转基因食品鉴
别方法，谢祝捷也认为并不科学。比
如，网传转基因大豆用水浸泡不会发
芽，只会膨胀。“事实上，不管是转基因
大豆还是非转基因大豆，如果收获后
储存不善，或储存时间过长，使大豆种
子丧失了活力，就都不会发芽。而完
整有活力的种子，无论是否转基因，遇
到合适的温度和湿度都会发芽。”采访
中谢祝捷还介绍说，目前我国流通市
场上并没有转基因番茄。我国曾经批
准过华中农大研发的一种耐储存的转
基因番茄，可延缓软化和腐烂，但由于
口感不佳已基本退出市场。而且，真
正的转基因食品是难以通过肉眼来判
定的。

本报讯 由团县委主办，县规划
土地局团委和县青年人才俱乐部承
办的“宝贝去撒欢”之“我爱崇明美
家园”大型亲子嘉年华活动日前在
明珠湖公园欢乐开场，共有 30 个家
庭参加活动。来自县青年人才俱乐
部和各乡镇的 40 名志愿者为活动
提供了志愿服务。

活动分为大家一起来、竞赛大
联盟、冠军争夺战等环节。在简短
的开场仪式后，30 个家庭被分为若
干组别，进行了紧张而欢乐的通关
游戏，活动现场充满了欢声笑语。
年轻父母对当天的活动大加赞赏，
表示活动给家庭带来了快乐，也使
亲子关系更加融洽和谐，希望团县
委今后能够多举办此类有趣味、有
意义的亲子活动。

据悉，“宝贝去撒欢”之“我爱崇
明美家园”亲子嘉年华旨在向年轻
家庭传递爱护绿色纯净环境、守护

崇明生态家园的理念。“宝贝去撒欢”
系列活动是团县委新近推出的品牌

活动，旨在为年轻家庭建立良好的
亲子关系打造平台。

本报讯 7月13日晚上，由团县
委主办，县青年人才俱乐部交友社和
旗云舍承办的“世界杯决战观赛”活
动热力开场，这是本次“快乐世界杯，
足球嘉年华”系列活动的终极狂欢
夜。来自县青年人才俱乐部、各乡
镇、委局的 40 余名青年球迷度过了
一个激情四射的夜晚。

决赛开场前，县青年人才俱乐

部交友社组织青年球迷们开展了桌面
游戏、电子竞技等活动。14 日凌晨 3
点，德国队与阿根廷队展开激烈对战，
球友们在享用美味啤酒、烧烤的同时，
分别为各自喜爱的球队摇旗呐喊，助
威声、惋惜声此起彼伏，观赛现场气氛
十分热烈。

自6月14日起，为满足青年需求，
团县委开展了“快乐世界杯，足球嘉年

华”世界杯观赛系列活动，众多足球
爱好者纷纷通过“崇明共青团”微信
公众平台报名参与，加入到世界杯狂
欢的热潮中来。此次活动是团县委
以微信为载体召集和宣传活动的一
次尝试，这一模式既迎合了青年兴
趣，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又激发
了社团的活力，是团县委凝聚青年、
服务青年的又一次有益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