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的要感谢崇明人发展大
会，让我们这些常年在外的游子
能相聚在一起，共同为家乡发展
建言献策。”崇明海外联合会理
事王丽高兴地告诉记者，自己虽
然常年身在远方，但无时无刻都
牵挂着家乡，每每听闻家乡的进
步 和 美 好 前 景 都 无 不 骄 傲 和
振奋。

王丽的老家在庙镇猛将庙地
区，在她记忆里，那里生活节奏舒
缓、安定宁静。小时候，王丽特别喜
欢来到南门港码头，在江边远眺千
帆竞渡、百舸争流。1991年，王丽
考上了复旦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
外资企业任职。1999年，王丽前往
美国攻读MBA，之后在美国奋斗。

“我要感谢家乡，一直激励着我不断
前行。”

随着女儿的出生，王丽把更多
精力放在了家庭，这也让她明白，要
努力为更多孩子创造机会。于是，

王丽离开驰骋多年的金融业，来到中
国香港，创立“Mommydaddyme”——一
个专门为家庭打造，以家庭为主题，以
孩子成长为目的的互联网平台，整合
全球先进家庭教育和儿童发展资源，
让 更 多 家 庭 从 中 受 益 。 目 前 ，

“Mommydaddyme”国际版已在菲律
宾、孟加拉、印度等国家和地区正式上
线，计划年内上线国内版本。

“人生只有一次，家乡只有一
个。相比以前，我有了更多的时间
回家看看。”王丽说，崇明正致力于
建设世界级生态岛，包括交通、环
境、卫生、住宿、饮食在内的一系列
基础设施均取得明显进步，各行各
业也有了和国际接轨的意愿和能
力。作为一名创业者，王丽希望崇
明能进一步加大对年轻人创业意识
的培养，同时继续提升对崇明的宣
传力度，让更多人了解崇明，爱上
崇明。

□ 记者 吴雄

梅兆荣，一位生于崇明的新
中国外交官，曾任中国驻德大使、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中国国
际战略学会副会长，为两代党中
央领导人当过首席德语翻译。

初见梅兆荣，精神抖擞，满面红
光，说话铿锵有力，很难与“84岁”相
联系。梅兆荣16岁时离开家乡崇明，
踏上革命征途。离乡68年来，无论是
身在海外担任外交官，或是工作生活
在北京，崇明这个“家”，他从未忘记，
但凡抽得出时间，总会回家看看。

“离开家乡那会儿，崇明还属
于江苏省，后来划归了上海。”对
于家乡这半个多世纪的变化，梅
兆荣印象深刻的不止属地交替这
件事。“崇明‘长’大了”。在梅兆
荣的记忆中，儿时的崇明岛只有
大约600平方公里，“如今，通过上
游泥沙的汇聚和先辈们的辛勤围
垦，崇明岛比我小时候增加了一
倍多！”“农村变美了”，这是梅兆

荣感受到的另一大变化。水泥路通
到了家门口、河道河坡整洁优美、生
活垃圾分类减量，甚至全机械化的
粮食生产过程也成为一道亮丽风
景。从近几年回崇的所见所闻中，
梅兆荣还得出结论“家乡老百姓的
生活明显改善提高”。

对于建设崇明世界级生态岛这
件事，梅兆荣非常赞成，认为崇明有
许多先天优势，但还需创新思路和

“细心耕耘”。“‘绿水青山’与发展经
济并不对立，建设世界级生态岛也要
有新兴产业支撑，让人民有更多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梅兆荣还希望，崇明
在向着目标前进的过程中，既要脚踏
实地创新发展，也要悉心保护和发展
崇明原有的特色产业；既要引进符合
生态岛建设要求的国内外专业人才，
更要创造条件，吸引更多年轻的崇明
人回到家乡、建设家园，不断增强家
乡发展的活力，实现乡村振兴。

□ 记者 朱竞华

刘庆是80后，崇明向化镇春光村
人。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市区打拼，
很少回家乡看看。上海长江隧桥开通
后，他回崇明的频率越来越高。“乡情
乡愁是联系我和家乡之间的纽带。”
2014年，刘庆把自家的祖屋改造成民
宿“知谷1984”，让城乡切换的“两栖”
生活得以实现。当时，崇明还只有“农
家乐”，“知谷1984”让人眼前一亮，受
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喜爱，成了崇
明民宿的标杆。

如今，崇明的民宿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这让刘庆深深体会到，这些年

来，家乡的发展之快、变化之大。“现在
的民宿主，大多是见过世面、很有想法
的年轻人，他们想打造属于自己的民
宿，同时提升乡村的活力。”刘庆发现，
只有不断让民宿“升级”，才能满足大
众“消费升级”的需求。打造有品质、
有内容的民宿，才能“留得住”游客，提
升家乡的经济活力。

民宿产业是乡村的“发动机”，需要
有新“燃料”发动。因此，只有更多年轻
人愿意来崇明发展，家乡才会更有活
力，才有更大发展。刘庆认为，成功的
民宿一定是有“生命力”的，“生命力”离

不开人才的引进。如何吸引人才，就
显得至关重要。“这需要政府以及更
多的社会力量共同努力，一起营造更
好的创业环境，让更多有志之士愿意
在崇明长期居住下来。”对于崇明世
界级生态岛建设，刘庆充满了期待，

“世界级生态岛，除了生态，还要有好
的心态。好的心态需要多元的人才
和行业的融合才能达成。”刘庆建议
创业者们先了解崇明的定位和发展
方向，再结合自己的兴趣一步步实现
自己的创业理想。

□ 记者 郭杨如熠

“崇明的生态环境这么好，如
果 发 展 高 端 养 老 产 业 ，潜 力 巨
大。同时，举办2021年花博会，对
崇明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能
大力发展花卉产业、促进休闲旅
游业发展。”在崇明人发展大会当
天，祖籍崇明三星镇的张智森与
记者谈及崇明未来的发展时很是
兴奋，在他眼中，未来的崇明，不
仅会是长江口的明珠，更是世界
上的一颗耀眼明星。

张智森于1977年离开崇明，1989
年前往澳洲，上世纪90年代初在悉尼
大学修读硕士、博士课程，他曾是个研
究癌症的学者，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
从商。现任澳大利亚上海同乡会荣
誉主席、崇明海联会副会长等社会职
务，致力于促进澳中文化经贸往来。

“这次回崇明的路上，我透过
车窗，看到北沿公路两侧高耸挺
拔的水杉树，它们实在太美了。

一路上，我还看到不少农民住着自
己盖的小洋房，很漂亮……”张智森
说，“这些年崇明的变化真的很大，
农民的收入稳步提高，很多人家里
都有汽车代步。他们开始健身，通
过阅读、参加社区活动来丰富自己
的文化生活，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如今，崇明农村有一条条四通
八达的水泥路，路边种着花草树木，
整个崇明就像一个美丽的大花园。
我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但像崇明这
样，用大智慧规划，有这么好生态环
境的地方也不多。”作为一个有着20
多年经验的营销专家，张智森认为，
正在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崇明，目前
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基础，崇明下一步
要做的就是“怎样让全世界的人知道
崇明，知道了以后想来，来了多待些
时间、多买些东西、多投资些项目；来
了不想走，来了还想再来。”

□ 记者 沈俊

张 弛 ，70后 ，崇 明 向 化 镇 人 。
1996年进入上海电视台新闻中心，是
上海卫视（现为东方卫视）创始团队成
员之一。多年来一直从事新闻传媒工
作，多次获得国内外电视传媒大奖。
2010年，张弛结束国有媒体体制身
份，开始自主创业。张弛在第一时间
就想到故乡崇明，将上海美好生活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注册在了崇明，运营
开发的产品都和崇明密切相关。今
年，崇明的民宿“知谷”打算创立“岛
居”服务平台，张弛利用个人传媒经
验，建言献策，整合资源。10月，该平

台成功上线。
由于工作缘故，张弛回到崇明的次

数开始增多。“每一次回来，都会看到一
些新的变化。”张弛用2个字总结了这些
变化——方便。长江隧桥通车，陆路运
能提升，新能源公交车投入使用，新的停
车场启用，崇明生态大道新建，大交通格
局初步形成；水、电、气、网络等基础设施
建设不断完善，加上营商环境的不断优
化，老百姓的生活更加便捷。“我太太喜
欢网购，买了东西，快递都能直接送到农
村家里了。”张弛说，他已经卖掉了上海
市区的住房，故乡生活的便利，促使他决

定明年举家搬回崇明生活。
让张弛下定决心的，还有一个

重要的原因。“崇明的创业环境很
好，有很多好的产品可以开发、发
掘”。张弛说。这两年，在他身边越
来越多的崇明老乡甚至是外乡人，
都愿意来崇明创业。对于未来，张
弛始终认为崇明将是上海、乃至长
三角地区最有价值、机会最多的热
土。“随着配套设施、政策不断完善，
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项目、创业者
愿意上岛来试、来闯。”张弛说。

□ 记者 姚红梅

宋庆国是崇明港沿镇人，看着这片
深爱的土地变得越来越美，发展得越来
越好，他心中无比自豪和满足。谈起家
乡40年间的变化，宋庆国直言可以用翻
天覆地来形容：“村村都通公路，河水变
清澈了，出行也便捷了。”宋庆国还记得，
上世纪80年代初读大学的时候，周末往
返市区和崇明，仅靠轮渡，由于人多船
少，每次天不亮就要去排队购票。如今，
这一切都成为历史。一桥一隧飞架南
北，天堑变通途，家乡发生着巨大的
变化。

与此同时，崇明人的理念也在改

变。这些年里，留给宋庆国印象最深
的是，崇明正在推进的垃圾分类工
作。走到农村，每家门口整齐地摆放
干湿垃圾桶，大爷大妈能准确分类垃
圾。在大家齐心协力下，环境更洁净，
家园变得更美丽。

建设“建设崇明生态岛”到“建设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宋庆国对崇明
的未来充满期许：“崇明拥有得天独厚
的生态条件和发展潜力，但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没有先例可循，我们的站位
要更高，标准也要更高。崇明要结合
自身实际，充分发掘自己的独特优势，

要保留江南韵味、海岛特色。”宋庆
国说，崇明走生态发展之路，不能急
于求成，而应精雕细琢，可持续发
展。比如科学规划布局空间、持续
打造优美的生态环境、建设绿色宜
居的智慧城区、建设通畅便捷的公
共交通等。

宋庆国还建议，崇明可以借助
中国上海“进口博览会”的契机，打
造世界知名品牌的集散区、购买服
务区，让人一想到买进口商品，就想
到上海崇明。

□ 记者 石思嫣

生态岛建设要挖掘优势创新发展
——访中国原驻德大使梅兆荣

让全世界都知道崇明
——访澳大利亚上海同乡会荣誉主席张智森

打造独具韵味的海岛特色
——访同济大学软件学院党委书记宋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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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叙桑梓之情共叙桑梓之情 共话崇明发展共话崇明发展
————20182018崇明人发展大会嘉宾看崇明崇明人发展大会嘉宾看崇明

家乡，为之牵挂，为之骄傲
——访Mommydaddyme创始人、崇明海外联合会理事王丽

注入新燃料提升乡村活力
——访“知谷1984”创始人刘庆

这片热土充满机遇
——访上海美好生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张弛

刚刚圆满落幕的2018崇明人发展大会上，众多海内外知名的乡贤相聚一堂，共叙桑梓之情、共话崇明发展。现场，记者与他们展开对话，感受他们
的浓浓乡情，倾听他们的睿智建言。本期我们选取部分嘉宾的采访内容，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