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种植灵芝听起来已经够
新鲜了，那你听说过把灵芝做成盆
景吗？上海崇明嘉灵农业种植专业
合作社的灵芝已经可以靠“实力”赢
得市场，却偏偏要靠“颜值”，再闯出
一片天。

50岁以前，港西镇北双村人施
志家是岛上一家知名汽车配件生产
企业的二把手，年薪数十万元。在
汽车行业摸爬滚打多年，他听说过
行业内流传着的一个经典故事：20
世纪初，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一台
电机突然出了故障，整条生产线几
乎瘫痪，公司只好找来一位科学家
帮忙。科学家在仔细观察了电机
后，在一个部位用粉笔画了一道线，
写下“这里的线圈多绕了16圈”。公
司工程师照办后，故障真的排除
了。事后，科学家索要1万美元的酬
劳。只画了一条线就要1万美元，公
司经理觉得这简直是在敲竹杠。科
学家却淡淡地说：“画一条线，1美
元，知道在哪儿画线，9999美元。”

这个故事给了施志家启示：找
到正确的方向再去努力，才能够事
半功倍。2011年，施志家决定离开
本行业，去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世
界“画一条线”。“未来的崇明一定是
属于高端农业和旅游业的。”他把目
光对准了当时很少有人了解的灵芝
种植。

灵芝在中国人心中有着很高的
地位，是很多影视和文学作品中的

“仙草”，也被科学证明具有一定的
药用和保健价值。“崇明岛古时叫作
东海瀛洲，是传说中的海上三座仙
山之一。在‘仙山’上种仙草，我看
挺合适。”施志家看好灵芝产品的市

场前景，为此他四处拜师学习灵芝种
植技术。灵芝种植相当复杂，尤其是
菌种的制作，湿度、温度、灭菌等各个
环节只要出现一个问题，就会前功尽
弃。经过多次尝试后，施志家终于掌
握了菌种的制作技术，他迫不及待地
把菌棒种植到大棚里的泥土中。几天
后，真长了几朵灵芝，可没等施志家高
兴多久，这些灵芝又都陆续死掉了。

在种植初期，这样失败的例子还
有很多，施志家几乎24小时陪着他的

“宝贝”，有时会在大棚里整晚不睡，观
察灵芝的长势，要是灵芝迟迟没长出
来，等得心焦的施志家还会用手轻轻
扒开泥土看个究竟。指甲里的黑泥越
来越多，他也逐渐从一个初学者成为
灵芝种植专家。合作社采用的是灵芝
椴木种植法，即模仿野外环境，让灵芝
长在木头基质上。每当台风来临，一
些被刮倒的树和吹断的树枝正是种灵
芝的好材料。但这木头的种类也很有
讲究，施志家总结：“试验下来，像香
樟、水杉等崇明常见的树种就不行。”

目前，合作社种植灵芝50亩，主

要以生产和销售灵芝破壁孢子粉为
主。每年可生产灵芝孢子粉3000斤，
每克售价在5元左右，经济效益相当
可观。所谓的灵芝孢子是灵芝在生长
成熟期，从灵芝菌褶中弹射出来灵芝
种子，每个灵芝孢子只有 4－6个微
米，但其被坚硬的几丁质纤维素所包
围，人体很难充分吸收，需要进行破壁
加工才能销售。

施志家坦言：合作社目前并没有
在产品宣传上花很多精力，仅靠顾客
间的口耳相传，已经让产品供不应
求。“我们家的孢子粉品质好，不掺假，
价格也合理，所以有了很多忠实顾
客。”他对自家产品信心满满。

但施志家并不满足于现状。近年
来，灵芝产业发展迅速，但不同产地、
不同栽培和收集方式的灵芝孢子粉质
量参差不齐，导致灵芝市场并不稳
定。施志家认为要提高灵芝品质，工
厂化栽培、自动化生产是必然趋势。
为此，他不惜重金引进大量现代化设
备。比如，河水净化设施，浇灌灵芝的
水由普通河水成了符合有机农业标准
的水；灵芝孢子粉的收集和破壁也逐
渐由先进机器取代传统方式。合作社
已实现“研发——种植——加工——
销售”的一体化经营模式。

明明已经凭品质牢牢占据市
场，可施志家又看中了灵芝的高颜
值。

据介绍，灵芝有许多不同品种，
有些药用价值不高，但却极具观赏
价值，越来越受到全国盆景爱好者
的追捧。施志家尝试种了多个灵芝
品种，在同一环境、同一生长条件、
同一管理下，观察实验不同品种的
生长规律、株型特点、柄片美观程度
等，从中挑选最适合做盆景的。

“你看像不像一朵朵祥云，有着
吉祥如意，富贵长寿的美好寓意。”
施志家说道。灵芝在长到木质化后
采摘，再通过风干等工序就可以制
成一盆灵芝盆景，只要存放得当，可
以多年不变色不变形。由于这些灵
芝全部是自然长成，每个灵芝盆景
都有自己独特的造型，一千朵灵芝
就有一千种盆景，其中直径较大，造
型特别的售价高达上万元。

除了经济价值，施志家发展灵
芝盆景还另有“企图”。“我想建一个
以灵芝为主题的旅游基地，游客可
以来我们基地了解灵芝文化，体验
灵芝采摘，品尝各种灵芝食品，走的
时候还能带走一盆灵芝盆景作为旅
游纪念品。”目前，合作社的灵芝展
览馆正在布展阶段，展览馆将以实
物、图片和文字的形式介绍中国几
千年的灵芝文化。施志家说，近几
年国外正掀起一股灵芝产品开发与
研究热，国外已申请灵芝产品专利
就有200多项，各种灵芝食品、保健
品、化妆品相继问世。韩国以灵芝
为主要原料的“灵秘泉”年销售额已
达数亿元人民币。“灵芝最早的记载
始于中国，现在千万别给外国人抢
了先机。”他的终极目标是要让灵芝
从一种农产品成为崇明代表性的旅
游纪念品之一。

忽闻海上有仙岛，仙岛里头栽
仙草，施志家“画一条线”的工作还
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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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新领域出发

凭实力拥有市场

□ 记者 周天舒 摄影报道

让“仙草”既有实力又有颜值

乐动瀛洲校园 唱响崭新时代

党旗插到最前沿
党员冲在最前线

建设镇二级河长 陈海广

本报讯 近日，由区教育局主办、
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的2019年崇
明区第二届学生新年音乐会暨学生文
化艺术节闭幕式在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举行。

活动分为外场展示与内场展示两
个部分。外场表演中，新海学校、港西
中学、向化中学三所学校的同学们通
过舞龙表演将龙的灵性和儿童的活泼
演绎得淋漓尽致。管乐、葫芦丝等表
演形式，吸引了场外观众驻足欣赏，收
获了接连的赞叹。而在内场，节目更
是精彩纷呈。演出以民乐合奏《花好
月圆》正式拉开帷幕。舞蹈《趣?长大》
充分展现了学生们蓬勃向上的生命
力。二胡齐奏《战马奔腾》以欢快跳跃
的曲调描绘了一幅战马在草原上驰骋
的画面。台下观众被精彩的节目吸
引，沉浸在优美的曲调之中。

据了解，2018年学生文化艺术节
历时七个多月，师生们用自己的智慧
和特长，从缤纷的校园生活和家乡的

风土人情中挖掘提炼艺术素材和文
化内涵，展示了学校艺术教育特色
成果。

主办方表示，在中国传统节日春

节到来之际，举办此次音乐会，不仅传
承了中华传统文化，还提高了学生们
的艺术素养和审美情趣，激发向真、向
善、向美的精神。

种盆景，办展览馆，建基地，全市唯一一家灵芝种植合作社很忙

开栏的话：崇明从来不缺敢想敢干的能人。他们将自己的“脑洞”付诸于行动，于是就有了你闻所未闻的高科技农
业，有了紧扣时代脉搏的实体企业，有了符合生态岛定位的服务业项目。这些能人通过从事挑战性工作和创新事业，获
得巨大成就感和满足感，同时也给周围人带来启示，为崇明发展助力。本期开始，本报二版将推出“创新创业在崇明”栏
目，持续关注这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的佼佼者。

从初创时期存栏300头猪到年出
栏10万头猪，从偏僻的小镇销售摊到
遍布都市260多个经营网点，从默默
无闻到著名商标，上海明珠湖肉食品
公司以质量求生存，以品牌拓市场，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良好口碑。

安全猪肉，从源头做起，2008年，
在“明珠湖”获得商标注册之时，上海
明珠湖肉食品公司投资2000万元建
立饲料厂，饲料由玉米、小麦等绿色农
作物构成，并依托工程院院士工作站，
研制科学配方，针对母猪和乳猪不同
的营养需求，推出营养全面、抗病性强
的套餐，从源头保证猪肉产品的安全。

为使食品质量再上新台阶，公司
引进气调保鲜包装新技术，使冷鲜加
工后的猪肉质量卫生和新鲜度都能得
到充分保证，同时，加强质量检验，层
层把关，确保食品安全万无一失。“明
珠湖”冷鲜肉先后获得“上海市著名商
标”“2018年中国肉类食品行业先进
企业影响力品牌”等荣誉称号。

打造让消费者
放心的猪肉品牌

开发更大的价值

▲ 施志家展示灵芝盆景

三星村位于建设镇西南
角，村域面积2.79平方公里，
共有村级河道民沟25条、微
小水体若干，总长度约22公
里。根据水质摸底数据显
示，我村 13条段、9520米民
沟水质为劣Ⅴ类，比例高达
52%；其中5条段、3600米属
于黑臭民沟。

面对艰巨的整治任务，
我坚持把农村党建和水环境
整治工作结合起来。我村制
订了“三清三查”的整治策
略，所谓“三清”，即：一清岸
坡；二清水面；三清水底。在
清理的同时，组织党员进行

“三查”：一查民沟周边是否
有污水直排；二查岸坡上是
否有垃圾乱倒；三查民沟1米
范围内是否有违章建筑。查
到问题，有条件的即知即改，
一时难以整改的则制定计
划，逐步推进。二是推动党
员先行示范清理“五乱”。在
块区党建服务点开展了多次
宣传活动后，村干部和党员
纷纷行动起来，主动将自己
家堆在民沟沿上的柴草砖
瓦、种植的蔬菜瓜果和爬藤
架清理掉，将鸡鸭棚向内搬
迁并保持清洁。在党员的示
范带动下，村民们也纷纷表
态：“村干部和党员都拆了，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呀。”这样
河岸堆物、种植等问题就迎
刃而解了。三是树立党员标
杆，带领群众一起整治。针
对“消黑除劣”工作，我们成
立了党员工作小组，动员周
边的村民一起下河清淤，充
分发挥“自己的家园自己爱，
自己的家园自己护”。

水环境整治要取得实
效，关键在于常态长效，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把
突击整治和常态管理结合起
来，构筑民沟整治长效管护
的“红色堡垒”。一是落实

“叶脉工程”，组织“民间河
长”。我们以党小组为单位，
划分5个微网格，分别辐射5
个左右村民小组。微网格的
管理团队，由党小组长和3-
5个村民小组长、党员村民
骨干组成，他们作为网格内
民沟的“民间河长”，把全村
25条民沟划区包片，自主开
展治水护沟活动。二是拓展
党员志愿服务内容，成立村

“治水巡沟先锋”党员志愿服
务队伍，作为党支部和党小
组微网格之间的补充，每周
开展水体巡查，及时向党支
部反映巡沟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和群众关于水环境整治的
诉求，积极引导村民群众提
高爱水治水护水意识。三是
给村入党积极分子和后备干
部压担子，培养水环境整治

“后备军”。
前阶段，党支部和党员

在垃圾清理、杂草清除、底泥
挖除等方面，起到了一些示
范作用，村民群众对整治工
作的支持度越来越高、主动
性也越来越强。相信在党旗
的指引下，在党员群众的共
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按
照时间节点，全面完成消除
黑臭水体及劣 V类水体的
目标。

▲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