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8月6日下午，本区召开
2018年区征兵工作会议，区委副书记
侯继军、副区长黄晓霞等参加会议。

会议表彰了本区 2017年度上海
市和崇明区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和个
人，回顾总结了去年征兵工作情况，部
署今年征兵工作，并介绍了今年征兵
主要政策规定。

据悉，今年征兵工作从 8月 1日
全面展开，9月30日结束。征集对象
中，男青年为高中（含职高、中专、技
校）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重点
做好大学生征集工作，优先批准高学
历青年入伍。2018年已被普通高等
学校录取及正在高等学校就学的学
生，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具有大
专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也应当征
集。征集的女青年，为普通高中应届
毕业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
毕业生及在校生。优先征集在抢险
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
优秀青年，符合条件的，优先批准入
伍。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
子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符合
条件的优先批准入伍。

侯继军希望与会人员提高思想认
识，切实增强做好征兵工作的使命感
责任感；聚焦重点环节，推动征兵工作
整体质量再上新台阶；强化组织领导，
积极为征兵工作提供组织保障。

两棵造型黄杨树，卖出了20万
元人民币的高价。2008年，港沿镇
园艺村村民顾洪春做的这笔黄杨买
卖，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原本以花
卉占主导产业的园艺村里激起了千
层巨浪。

“黄杨树种好了竟能这么值
钱！”很多村民震惊之余，对于黄杨
树有了重新认识。“20万元黄杨树”
的广告效应持续发酵，不仅影响到
顾洪春所在生产队的村民，还辐射
到整个园艺村。由此，园艺村开启
了“全民种黄杨”的时代。

如今，园艺村已成为名副其实
的“黄杨村”，全村 2875亩耕地中，
黄杨种植就达 1000多亩；全村 790
户村民中有675户种植黄杨。今年
6月，依靠黄杨特色产业，园艺村入
围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名
单。作为崇明唯一代表，在罗列出
一揽子乡村振兴计划之余，园艺村
更期盼为“崇明黄杨”正名。

园艺村以“园艺”为名，由原合
兴园艺场和合兴乡大港村合并而
来，其自发形成的花卉产业有近百
年历史，集体开展的苗木园林产业
也有60多年历史，曾孕育出“施家
花厢”水仙花这样闻名全国的品
牌。而作为主要经济树种，造型黄
杨在园艺村乃至原合兴地区范围内
一直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很多农
户家中都种有黄杨树，会一定修剪、
绑扎技术的造型黄杨手艺人不在少
数。合兴中学、合兴小学多年来开
设花卉园艺特色课程。

进入21世纪，随着江浙沪地区
城市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
造型观赏苗木市场的兴起，造型黄
杨日渐畅销。顾家兄弟（顾洪春四
兄弟）等园艺村苗木种植大户紧紧
抓住市场机遇，凭借几十年的黄杨
种植和造型技术经验，带动村民开
始在村里大面积种植黄杨树，并在
原有造型风格基础之上融入江苏如
皋地区的造型风格，形成独有的“崇
派”风格。由于园艺村所种黄杨以
瓜子黄杨为主，因此还获得了“瓜子
黄杨之乡”的美誉。

据顾洪春介绍，瓜子黄杨在我
国大部分省区都有分部，但崇明的
瓜子黄杨却独具优势。首先，崇明
地处南方，温度和水土情况良好，因
此其瓜子黄杨比起古人所说的“黄
杨每岁一寸，不溢分毫”，成材更
快。“很多地方黄杨只能长一季，在
崇明却可以长两季，从清明前后可
以一直长到高秋时节。”其次，崇明
四季分明，崇明瓜子黄杨比起我国
云贵和两广的树种来更加抗寒，因
此普遍被华北乃至东北选为绿化树
种，在寒冷冬季拂去皑皑白雪，露出
的还是青翠欲滴的枝干。

2017年，园艺村造型黄杨销售
收入达3000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近4万元，高出全市平均水平
42%。黄杨已成为园艺村除花卉以
外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也让村民们
尝到了甜头。然而，当园艺村因崇
明黄杨闻名商贩圈之际，“崇明黄
杨”这个品牌在消费者市场却依旧

鲜为人知。
在园艺村，顾家四兄弟远近闻

名，是村里的黄杨种植大户，共计种
有黄杨逾百亩，树龄普遍在五六十年
以上。今年61岁的顾洪春在四兄弟
中排名第二。顾洪春的父亲顾良元
也是园艺村的名人，曾参与合兴园艺
场第一个花卉苗圃基地的设立，也是
村里探索研究种植造型瓜子黄杨的
先驱者。顾家兄弟的黄杨产业是继
承了祖父辈留下的20亩黄杨树发扬
壮大的。

过去几年，顾家兄弟的黄杨生意
越做越红火，可顾洪春心里总像是有
块石头压着一般难受。“父亲在世时
有个心愿，希望有一天崇明黄杨能像
曾经的崇明水仙一样闻名全国，如
今，园艺村‘火’了，可崇明黄杨依然
籍籍无名。”

记者了解到，目前园艺村的黄杨
营销依旧以较为原始落后的“散兵游
勇”式为主，各卖各家，难以形成品牌
效应。而前来采购的商贩，则把园艺
村当作了一个“材料基地”，购买之后
挂上自家产地的标签，再进入市场销
售。于是，崇明黄杨有的变成了如皋
黄杨，有的变成了东北黄杨。崇明黄
杨品质不输人，却只能落得贴牌销
售，这让顾洪春感到不平。“我现在最
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政府能在园艺村
搭建一个大型的黄杨交易市场，跳过
二道贩子，直接对接客户，这样崇明
黄杨才能被更多人熟识。”

令人欣慰的是，园艺村黄杨产业
的发展问题已引起区委、区政府主要
领导的高度关注。区委书记唐海龙，
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政都曾亲赴实地
开展调研。目前，区里在园艺村专门
设立驻村办，与港沿镇共同推进当地
黄杨产业发展以及上海市乡村振兴
示范村创建工作。

此外，为提升崇明黄杨市场美誉
度和品牌形象，港沿镇也打出系列

“组合拳”。目前，港沿镇正积极推
动崇明造型黄杨商标注册和地理标
志申请。同时，黄杨协会将于8月下
旬正式组建成立。未来，港沿镇还
计划通过对园艺村村庄布局的重新
规划，开设黄杨精品展示区，建设线
上、线下销售展示平台，方便农户直
接对接市场终端客户，提升黄杨产
销价值。

今年高三毕业的张杰受父亲的影
响，对造型盆景情有独钟，十岁起便跟
着长辈们一起下地学种树。十五岁那
年，张杰的第一盆造型黄杨出炉，被周
围邻里直夸“有潜质”“像个园艺村
人”。与大多数村民喜欢地栽种树不
同，张杰更看好盆栽的未来。“相比景
观树的局限性，小盆景可以轻松走进
千家万户。在这个时代，家中放几盆
造型别致的盆栽造型黄杨，整个屋子
的品味都能提升不少。”

张杰代表了园艺村的未来。然
而，像张杰这样的“新鲜血液”还是太
少。由于造型黄杨是一项投入时间
长、见效慢的产业，年轻人更愿意去大
城市工作，而不愿意守着几棵树过一
辈子。

据统计，目前在园艺村从事黄杨
种植的村民，以五六十岁，甚至七八十
岁的中老年人居多。而除从业人员年
龄老化外，造型技术人员缺乏系统培
训、黄杨产业链短等现实问题，也阻碍
着园艺村黄杨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原合兴园艺场场长施鹤生是村里
种黄杨的资深人士，因为比较“懂行”，
家中的黄杨树总能卖出好价钱。他告
诉记者，现在全村人都在种黄杨，可很
多人只会种、不懂价，经常被商贩占了
便宜。有一次，一个村民想卖树，找到
施鹤生帮忙“看价”，原本商贩只愿出
价 1000元的树，最终以 2000多元成
交。“商贩们见到我们这些‘懂行’的，
特别头痛。”施鹤生笑言。

目前，园艺村黄杨产业组织化程度
较低，大部分农户卖树仍然处于“守株
待兔”或是“提篮叫卖”的销售模式，定
价权完全掌握在中间商手中，导致农户
获利偏低。为了让农户少吃亏，施鹤生
等“行家”一直鼓励大家多走动，看看别
人的树怎么卖、卖多少。遇到一些价值
高的树，几个“行家”还会聚到一起来议
价。“大家辛辛苦苦培育了这么多年的
树，不该被商贩钻空子占便宜。”

需要多看多学的不只种植户，还
有造型师们。记者了解到，目前园艺
村有一支几十人自发组建的造型队
伍，生意做到了崇明三岛，甚至是外省
市。然而这些人大多在60岁上下，造

型技艺全靠自己摸索。一些专家在
考察园艺村后发现，村里黄杨造型
较为单一，一些原本十分有潜质的
树因为造型不当，影响了产品价值，
颇为惋惜。“其实，大家都渴望能得
到进修，可没有平台，也没有条件。”
施鹤生说。

今年6月16日，港沿镇首届最
美黄杨评比大赛在园艺村举行，通
过线上网友投票、线下专家现场评
分的方式，评选出了“十佳最美黄
杨”。活动还邀请上海植物园造型
大师、中国盆景艺术大师赵伟现场
开展专题讲座，专业指导、亲身示范
黄杨造型的过程。自家种的黄杨到
底是什么水平，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黄杨到底怎么做造型才更显价值，
造型大师细细道来。这样“干货”满
满的活动，村民们都觉得办得有意
义。

“黄杨既是园艺村的宝，也是港
沿镇的宝，我们不仅要保持原有特
色，更要激发产业活力，做强做大。”
港沿镇宣传委员张熠剑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举办黄杨评比大赛仅是一
个开始，后续一揽子的产业振兴计
划已在谋划。

据悉，港沿镇将与中国花卉协
会盆景分会和上海植物园紧密合
作，通过引进专家对从业人员培训
和建立大师工作室直接参与黄杨产
业发展的方式，不断提高崇明造型
黄杨的高层次人才储备规模。同
时，港沿镇计划邀请村里造型黄杨

“土专家”一同参与编制黄杨造型技
术规程，让“崇派”黄杨造型技艺得
以更好传承。园艺村里将开设黄杨
课堂，定期为种植户们开堂授课。
港沿镇还将组建黄杨价格指导团、
适时推出崇明造型黄杨价格指数，
提升种植户们对市场的把控能力。

针对崇明黄杨产业链短、多为
地栽景观树的现状，港沿镇也将与
市、区相关部门一起联手，通过开发
黄杨盆景，探索黄杨木雕、根雕技
艺，打造黄杨旅游产业，挖掘黄杨药
用价值，使黄杨的市场价值实现最
大化，进一步延长崇明黄杨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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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沈俊

“黄杨之乡”这样养成

□ 通讯员 石路

▲顾家兄弟修剪黄杨

本区召开2018年
区征兵工作会议

园艺村要为崇明黄杨正名
不做“代工”做品牌

黄杨品牌却难叫响

更多发展瓶颈待解决

激发产业活力

本报讯“暑期中，我们每周二都
有活动安排，每期信息都会发布到‘韵
东平’微信平台，已连续四期了，让社
区居民也能了解孩子们的活动情况。”
东平镇青保办沈莉老师说。暑期已经
进入第五周了，该镇200多名学生，在
所在6个居委会假日学校，享受着每
周一次有益活动带来的欢愉。一位中
学生说：“每次活动，都让我学到些新
东西，收获挺大。”

今年暑期，东平镇的中小学生，在
社区以各种“小使者”的身份，或参与
爱花护绿行动、或探寻生态环保奥秘、
或体验手工制作趣意，度过了一个不
一样的暑假。

风伟新村假日学校，日前组织32
名学生自己动手制作花卉盆景。他们
在居委干部、辅导老师的带领下，来到
临近一块空地，锄地、松土、装盆、选
苗、栽花、浇水，费了不少功夫后，一盆
盆花草像模像样地完成。学生们为每
盆花卉贴上“标签”，然后依次送到小
区独居老人家中，与老人们分享“夏日
的一份绿意和清凉”。

桂林新村假日学校，依托引进社
会组织实施的生态环保项目——“酵
素坊”资源，组织辖区近40名学生前
往参观、体验。这些通过生活垃圾分
类后的烂菜叶、水果皮等湿垃圾，通过
发酵程序制作而成的环保酵素，恰是
人们日常种菜、养花的好肥料。在现
场，酵素坊老师还让学生们参与手工
肥皂制作——将酵素与皂液混合加
热，倒入各式模具，待冷却后，即可生
成多种样式的漂亮手工肥皂，学生们
对此表现出极大兴趣。

6个居委会假日学校拿出各自招
数，还分别开展红色故事会、户外趣味
体育、童心绘梦、爱鸟护鸟等丰富多彩
的活动，让这些争当环保、文体、敬老、
安全、学习、爱劳动的“小使者”们，过
了一个健康而富有意义的快乐暑假。

据了解，东平镇要求每个居委会
假日学校暑期至少举办8次活动，镇
假期办还适时开展学生代表参与的集
中活动。镇宣传部门的“韵东平”微信
平台，每周进行图文报道，一一展示学
生暑期活动的风采。

“小使者”成为社区
靓丽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