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9日，第二十一届崇明文
化艺术节开幕。作为崇明百姓的文
化盛宴，本届文化艺术节“新”意满
满，内容丰富，不容错过。

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灵魂和魅力
所在，决定一个地区发展的品味和
品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积
岛，崇明经过一千四百年的积淀，已
从昔日的“东海瀛洲”成长为今朝的

“生态绿洲”，并形成了独特的生态
文化、海岛文化和乡村文化。

文化艺术节开幕式上“家住长
江口”——崇明纪念成陆1400年文
艺专场演出，是为崇明岛成陆1400
年量身打造的原创舞台艺术作品，
展现了崇明从一粒沙到一座绿岛的
沧桑巨变，一经亮相便吸引了观众
的目光。这次为展示崇明的历史背
景和文化魅力打造的原创作品，首
次成为崇明文化艺术节的开幕演
出。区文广影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接下来，这场原创文艺演出中
的部分精彩片段还将配送到群众身
边。此外，围绕“纪念崇明成陆
1400年”这一主题，崇明还策划举
办岛史陈列开馆展、历代名人遗墨
展、史料展、诗歌会、歌唱会等，展现
崇明文化的独特魅力。

今年又逢改革开放40周年，本
区举办“东海耀瀛洲——崇明改革
开放40周年优秀摄影作品展”，通
过一系列优秀的摄影作品，生动展
现改革开放以来崇明经济社会发展
的面貌。同时，各乡镇还围绕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一主题，创编了
一批优秀的广场舞作品。

本届文化艺术节继续“牵手”上
海国际艺术节和上海市民文化节，
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25个
国际级、国家级、市级精品剧目和展
览。除了“借力”引入德国木偶剧
《花神的舞蹈》、沪剧大戏《疯娘》、意

大利巴贝特乐团爵士音乐会，喜剧《麻
花即兴》等一系列符合大众口味、老少
皆宜的高雅舞台艺术演出外，文化艺
术节期间，各类精品文化艺术展览也
在全区陆续展出，包括热贡唐卡艺术
作品大展、全国楷书名家册页展、上海
崇明?河北白洋淀芦苇工艺画作品展、
崇明籍书画家瞿志豪的书画篆刻作品
展等，为岛内外艺术爱好者提供学习
与交流平台，同时为广大市民走近艺
术、了解艺术、提高艺术鉴赏能力创造
机会。

记者了解到，本届文化艺术节更
加凸显传统文化魅力，通过不同类型
的活动传承崇明文脉。

目前，崇明共有瀛洲古调派（崇明
派）琵琶、牡丹亭（江南丝竹）等两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崇明扁担戏、崇
明土布纺织技艺、崇明老白酒传统酿

造技法等15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及竹编技艺、水仙传统栽培技艺等
5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数量
位列全市各区前列。如何更好地传承
保护非遗，崇明一直在努力。继前两
年成功举办“金坛子”杯崇明老白酒民
间酿造大师赛、“金梭子”杯崇明土布
纺织大赛后，本届文化艺术节将继续
延续传统文化魅力，举办“金手指”杯
竹编大赛——寻找最牛匠人。

除此之外，崇明不断扩大传承面，
努力让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文化艺术
节期间将组织一批非遗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深入学校开展“非遗进校园”活
动，让广大中小学生了解、感知崇明本
地传统文化知识。区文广影视局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非遗进校园”活动
目前已在全区的中小学铺开，总计百
场，也是历年来开展活动最多的一
年。”

另外，文化艺术节期间还通过举
办祭孔大典、传统三礼、中华经典诗文
朗诵会等，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文化的

独特魅力。

本届文化艺术节注重培育和挖
掘社区文化特色，全区18个乡镇纷
纷举办崇明文化艺术节乡镇主题活
动。新河镇以江南丝竹文化、向化
镇以灶花文化、堡镇以海派秧歌特
色、港沿镇以黄杨文化、新海以知青
垦拓文化、绿华镇以生态文化、三星
镇以海棠文化、新村乡以垦拓文化
等为主题举办乡镇文化艺术节，助
力生态特色小镇建设。庙镇的沪剧
之乡专场、竖新镇的玉兰文化系列
活动、陈家镇的崇明山歌专场、东平
镇的音乐专场、建设镇的“行走乡
土”故事会、中兴镇的读书节等文化
品牌活动，丰富了区域文化内涵。
值得一提的是，演出活动大部分是
有文艺特长的百姓登台表演，市民
可以享受到属于自己的文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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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石思嫣 摄影 周天舒

□ 记者 汤圣一

原创力作演绎千年崇明

□ 记者 陈玺

让百姓在家门口共享文化盛宴 本报讯 日前，城桥镇第三届“聚
训杯”五人制足球邀请赛决赛暨闭幕
式在聚训村举行。

在历时8天的21场比赛中，12支
参赛队伍激烈角逐，最终区农委、上海
崇明舟桥实业、猎鹰以及城桥卫士足
球俱乐部进入决赛。经过“激战”，猎
鹰足球俱乐部摘得冠军。

据了解，“聚训杯”足球赛已连续
举办三年，是全区唯一由村级单位举
办、并逐年壮大的足球赛。比赛的成
功举办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于崇明足球
腾飞的有识之士，在为他们提供交流
平台的同时，也为崇明足球的明天，足
球人才的储备，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聚训杯”五人制
足球赛闭幕

又到了“菊黄蟹肥”好时节，上海
市民喜欢到哪里吃蟹？除了老牌的阳
澄湖，近些年，崇明清水蟹异军突起，
成为市民品蟹的另一大选择。

“秋风起，蟹脚痒”，每年的九、十
月，崇明清水蟹便开始大批量登陆市
场。在福岛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内，
一大早，蟹农们便投入了忙碌的工作
中。他们撑着小船，穿梭在150亩的
蟹塘中。蟹农们手脚麻利，不一会儿，
一篓篓清水蟹便被捕捞上岸。

捕捞上来的清水蟹个个鲜活体
壮、张牙舞爪。清水蟹的个头也十分
大，四两、半斤以上的不在少数。

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螃
蟹的个头要比往年大不少，母蟹的规
格基本在三两以上，公蟹的规格基本
上能达到四两以上。而在产量方面，
今年较去年也有所提高。

据悉，合作社培育的长江中华绒
螯蟹“江海21号”是上海海洋大学等

单位于2015年选育出来的水产新品
种,具有成活率高、生长快、遗传稳定
等优良特征。在相同养殖条件下，与
普通中华绒螯蟹相比，蟹的生长速度
提高17%以上。

清水蟹高产量、品质优的背后
是逐渐成熟的养殖方法。崇明蟹虽
素来名声在外，但以往有些养殖户
的科学化、智能化养殖程度不高，这
几年情况已有明显好转。比如，早
先不少养殖户出于成本考虑，采用
的是“鱼蟹混养”模式。“把鱼和蟹放
在一起养，等于把蟹关进了‘监狱’，
吃也吃不好，活动也活动不了，蜕个
壳还要提心吊胆，肯定长不大。”上
海市河蟹行业协会会长黄春说，近
几年随着科学养殖理念的普及，已
极少见到养蟹户采用“鱼蟹混养”模
式了。

由于含盐度超过千分之十的水体
会造成蟹早熟，导致以往崇明蟹难以
长大。这几年，相关专家和崇明养殖
户注重控制养殖水体的盐度，通过人

工种草、水质调控、饵料配制、科学投
喂等手段，让崇明清水蟹的“个头”大
了起来。

要让清水蟹产业更符合生态岛建
设要求，科学养殖是一方面，智能化养
殖也很重要。黄春坦言，传统的养蟹
过程中会导致水体中氨氮含量等慢慢
上升，对水质有影响。这几年崇明不
少养殖户已开始探索智能化养蟹，争
取降低蟹塘水体氨氮含量，实现池塘
水体“内循环、零排放”。比如，在早熟
清水蟹品种“申江一号”的饲养过程
中，就已开始探索智能化养殖。常规
清水蟹养殖要投放小鱼、螺蛳等饵料，
过量捕捞会破坏渔业资源，破坏水环
境。“申江一号”吃的饵料，则是经上海
海洋大学专家长时间研发而成的人工
饵料，不用投放一只螺蛳、一条小鱼也
能满足螃蟹的生长需求。

据了解，所谓的“蟹黄膏肥”也要
分时间段。如今正是吃雌蟹的时节，
预计再过半个月左右，雄蟹的口感会
更加鲜美。

第二十一届崇明文化艺术节10月9日开幕——

家门口的高雅艺术盛宴
领略传统文化之美

集聚“节中节”品牌活动

□ 记者 朱敏欢

本报讯 日前，一师附小崇明区江
帆小学举办了一年级学习准备期展示
活动，活动邀请一年级小朋友的家长
前来观看孩子们经过一个月的入学准
备，在校园中的表现。

在各班开展的课程中，家长们坐
在教室后面，静静观看孩子们在课堂
上的学习表现，每个小朋友上课都格
外专注认真；室外操场上，有的班级在
开展户外体育课程，孩子们在体育老
师的带领下，进行轻松愉悦的体育锻
炼，展现了孩子们的天性。

在随后举办的集体展示活动中，
一年级小朋友齐聚体育馆，各班以英
语歌曲、经典诵读、数学童谣等不同的
形式，展示了在进入小学之后所学到
的本领。在理书包比赛环节，孩子们
要用最快的速度，把书本整理到书包
里；传书本比赛中，孩子们以班级为单
位，要快速将练习本从前排传递到后
排。整个展示活动，家长们全程观看，
感受自己孩子进入小学之后的可喜变
化。

此次江帆小学通过开展一年级学
习准备期展示活动，让家长们对孩子
的校园生活增进了解，也让学生们在
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中，学知识、学本
领，更好地适应小学校园生活。

“小小帆”已“满月”
展示本领学有成效
□ 记者 朱敏欢

大个头的“崇明蟹”成为市场宠儿

本报讯 日前，崇明区精神卫生中
心与上海市工程技术管理学校联合举
办了一场以“新生代 心健康”2018年

“世界精神卫生日”为主题的宣传活
动。

参加活动的 1200多名学生在签
到墙上留下自己的姓名，每人领取《青
少年心理健康自助手册》后步入活动
会场。随后，学生们在心理老师的带
领下，跟随音乐一起做律动操，放松自
己的心情。

活动特意设立了“心声漂流瓶”环
节，学生们以漂流瓶的形式写下成长
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困扰、思考和感
悟以及对家人、对朋友、对全社会的心
声。青少年心理及精神卫生专家针对
现场学生投放的心声寄语进行了现场
解答。

近年来，崇明结合世界精神卫生
日及心理健康相关主题活动等广泛开
展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卫计委和教育
局加强医教结合，重视儿童青少年心
理健康教育，注重培养学生自信、自
强、自立，积极乐观和健康向上的心理
品质，促进学生身心可持续发展。

举办主题宣传活动
关注青年心理健康
□ 记者 孔玲娇

▲参观展览

本报讯 近日，区疾控中心举办了
第二十一届全国高血压日暨第二十四
届上海市心脑血管病防治宣传周活
动。

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知晓您的血
压。活动现场竖立了宣传展板，为广
大群众分发宣传资料和手册，并为他
们免费测量血压。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生介绍，
知晓并监测自己的血压十分重要。建
议正常成年人至少每2年测量1次血
压，高血压高危人群建议每半年测量
1次血压。大多数高血压是可以控制
的，控制不佳者应及时就医。适量运
动、限制食盐摄入、多吃蔬菜水果、限
制饮酒、戒烟、按时作息，避免熬夜等
都对控制血压有积极作用。

本次活动旨在倡导市民知晓并养
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形成自我防控高
血压等慢性病流行的良好氛围。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防控慢性病流行
区疾控中心开展2018年
全国高血压日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