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州岛位于韩国的最南端，面
积 1800平方公里，人口 70万。这里
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年均温度
16℃，素有“韩国的夏威夷”、“蜜月
岛”之称，独特的海岛风光与民俗文
化每年吸引着超过千万的国内外游
客。这样一个火山岛也被称作“橘
子岛”，与柑橘有着半个多世纪的美
满“姻缘”。

因为纬度及气候原因，济州岛
是韩国唯一可以种植柑橘的地方，
也是韩国主要的柑橘供应地。因火
山喷发形成的特殊地质构造，使得
济州岛农产品缺乏，直到上世纪 60
年代，韩国政府请日本专家进驻济
州岛，依据本地的气候及土壤挑选
合适的农作物。最终，柑橘中选，并
开始大规模推广种植，如今已成为
济州岛上的明星农产品。

在西归浦市的几天时间里，记

者见到最多的就是橘子树。不仅有成
片的橘园，在乡村别墅的小院中栽的
也是橘树，就连各条交通主干道两旁
的绿化用树也是橘树。西归浦外事部
门工作人员、土生土长的济州岛人吴
恩叔介绍，通过丰富柑橘品种和温室
大棚种植，如今的济州岛一年四季都
能见到柑橘挂果。“在济州岛，橘农的
收入可比白领高多了。十棵柑橘树就
供得起一个大学生。”在韩国当地农贸
市场，一斤济州岛柑橘的价格不低于
15 元人民币，而在旅游景点，价格通
常高达 60 元人民币。在不断提高农
业技术保证柑橘质量的基础上，当地
政府为提升柑橘品牌影响力、提高附
加值花了许多心思。

近几年“韩流”席卷世界各地，韩
国影视剧、韩国综艺等受到追捧。这
些文化内容的受众大多是年轻人，他
们乐于接受新事物，消费欲望强，同时
又常常习惯于追随与模仿。一部高人
气的韩国影视剧往往会让剧中提到的
韩国景点、美食、习俗等跟着火起来。
比如,一部《大长今》就让韩国传统饮
食风靡（部分取景地就在西归浦）。

济州岛凭其优美的风景多次出现
在热播韩剧与综艺节目中，橘子园作
为当地别具特色的风景更是频频上
镜，被编剧们赋予了浪漫温暖的内
涵。在热门韩剧《我的女孩》中，女主
角在橘子园边唱歌边摘橘子，以及后
来扛着一筐橘子在路上与男主角相遇
的情景都令观众印象深刻。通过这种
具有故事性的场景，受众对济州橘子
的认知度于无形之中得到了提高，游
客愿意前往柑橘农场参与采摘，体验
电视剧中的场景。

每年 11 月举办的济州柑橘国际
马拉松则为户外运动爱好者们提供
了深入体会济州柑橘美景的机会。
该项赛事比赛范围位于济州岛的南
部，跑道一边是大海，一边则是柑橘

林，美不胜收。11 月正是柑橘盛产
季，果树硕果累累，参赛者们在柑橘
清香的陪伴下一路跑来，氛围轻松愉
悦。举办方会为参赛者提供不限量
的免费橘子品尝。每年参与者可达
数千人，其中近三分之一为中国人。
当地旅游部门还为马拉松赛事配套
推出了“旅游套餐”，为参赛选手和家
属提供优惠的往返机票、酒店住宿，
安排大巴进行景点观光等。

五月份不是济州岛橘子大规模上
市的季节，吴恩叔也说，这个季节的橘
子口感不是最好，所以不建议记者品
尝。“要吃当然是秋天的时候请你们吃
最好吃的橘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就此过错了济州岛柑橘，相反，眼花缭
乱的柑橘周边产品，让任何季节的济
州岛都是橘子深度爱好者的天堂。

无论是在免税店、土特产商店还
是橘园旁的小店里，柑橘巧克力、柑橘
味饼干、柑橘维 C片、柑橘香皂等一系
柑橘深加工产品琳琅满目。

其中，柑橘巧克力最受当地人和
游客的喜爱，这类巧克力将苦涩的巧
克力与橘子的清香结合在一起，别有
一番风味。在外形上，除了普通的长
方形外，还有些被做成一瓣橘子的样
子或是济州岛吉祥物“石头爷爷”的形
状，憨态可掬，将产品与当地风俗特色
融合在一起，具有纪念意义。一盒巧
克力售价 60 元人民币，价格不算低，
但销量惊人。

由于无法携带新鲜柑橘出境，这
些柑橘深加工产品成为外国游客赠送
亲友的最佳伴手礼。而每件被带离济
州岛的产品包装上都可见到“ONLY
JEJU（济州独有）”的标识，让济州柑橘
的品牌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崇明岛无论在面积还是人口数
量上都与济州岛十分相似，柑橘种
植也曾是农业的代表，最多时柑橘
种植面积有近 13万亩。但崇明柑橘
无论在知名度还是零售价格上都与
济州岛柑橘相去甚远，甚至还一度
出现“果贱伤农”的窘境。柑橘在两
个岛屿上的命运为何如此迥异？

绿华镇的柑橘种植大户陆巍曾
亲赴济州岛进行考察。在他看来，只
要通过精细化管理，崇明柑橘品质并
不输于济州岛柑橘，但两地柑橘面临
的市场竞争压力却不一样。济州岛
是韩国唯一柑橘产地，崇明本地柑橘
则面临来自南方各省柑橘的冲击，加
上种植品种单一，使得地产柑橘的上
市期集中，经常出现阶段性销售难
题。要改变这一现状，除了利用好区
域公共品牌“崇明金沙橘”，提升崇明
品牌影响力之外，调整种植结构也是
值得尝试的措施之一。崇明一些柑
橘种植户陆续成功试种了红美人、甜
橘柚、沃柑等柑橘品种，再通过大棚
种植技术，像济州岛一样四季柑橘飘
香，或为期不远。

至于柑橘深加工，陆巍说，崇明
也曾有企业生产过橘子罐头、橘子
酒等产品，但市场反响寥寥。“说到
底得要有销路啊，农业和旅游越来
越密不可分，济州岛是旅游胜地，旅
游胜地的农产品无论是知名度还是
附加值都赢在了起跑线上。”

提到旅游，济州岛曾经历游客
“巴士观光一日游”的阶段，游客数
量多，旅游收入增长却不明显。那
么，济州岛又是如何改变这一状况
的？请关注《韩国济州岛西归浦市
参访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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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石思嫣

文体结合提升知名度

□ 记者 姚红梅

□ 记者 朱卓君

□ 记者 石思嫣 摄影 周天舒

韩国济州岛西归浦市参访记（一）

编者按 2018年 6月，崇明区与
韩国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签署
友好交流关系意向书，深化双方在经
济、贸易、旅游、科技、教育、体育、环
保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在两地签署
友好交流关系意向书一周年之际，受
西归浦市政府邀请，本报记者于今年
五月前往该市参观访问。西归浦市
是济州岛上的两个城市之一（另一个
是济州市），济州岛作为国际著名的
旅游胜地，在生态、农业、旅游等领域
取得了诸多成就。通过对西归浦市
和整个济州岛的参观访问活动及相
关新闻报道，希望能对崇明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带来一点借鉴和启示作用。

本报讯 6 月 1 日，新河镇大新中
学内人头攒动，80 多位来自中山、华
山等大型医院的崇明籍医学专家回到
崇明，在家门口为崇明父老免费义诊。

一大早，家住新河镇的顾伯伯就
赶来义诊区等候，“以前要看专家门
诊，总要跑到市区去，还要排很长时间
队，这次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真的蛮好
的。”

面对络绎不绝的求医者，专家们
认真严谨、一丝不苟。“能够回到崇明
为家乡的老百姓服务，我们也都感到
很开心。”来自仁济医院的沈医生说。
义诊中的大多数医生都已离开崇明多
年，但一直对家乡有着深深的感情，每
年都会积极参与到义诊服务中来。

据悉，该大型义诊活动自 2010 年
启动，今年已是第九次举办。相较往
年，此次义诊阵容更加庞大，当天现场
共开设 27个科室，近 1000位患者享受
到义诊服务。

一只橘子和一座火山岛的“姻缘”

农产品成旅游纪念品

回顾 70年光辉足迹和伟大历程

本报讯 日前，由区委党史研究
室 、区 档 案 馆 联 合 举 办 的“ 历 史 瞬
间 辉耀成就——庆祝崇明解放 70
周年图片展”在区档案馆大厅内展
出。

据了解，本次展览是庆祝崇明解
放 70 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以历史发展
脉络为主线，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
民生、生态这五个方面，撷取崇明 70
年发展长河中的重要事件、重大成就、
重要瞬间，以点带面、图文并茂，反映
70 年来崇明一路走过的光辉足迹和
伟大历程，突出 70 年来崇明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前赴后继、艰苦奋斗、
共建世界级生态岛的可贵精神。展览
将持续至 6 月 27 日，有兴趣的市民不
妨前去观看。

庆祝崇明解放70周年图片展举行

找准不足看到希望

□ 记者 丁沈凯

“崇尚光明”义诊
反哺家乡回报乡亲

本报讯 今年 6 月是全国第 18 个
“安全生产月”。日前，崇明区 2019
“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液氨泄露应
急演练在长兴海洋装备园区举行，区
委常委、副区长吴召忠出席活动。

据了解，此次安全生产月以“防
风险、除隐患、遏事故”为主题，活动
期间，全区将广泛开展安全生产主题
宣讲、安全警示教育和科普宣传、推
进城乡安全文化创建、安全生产培训
及知识竞赛活动等 8 项活动，进一步
增强市民安全意识，提升员工安全技
能。

启动仪式后，与会人员还在现场
观摩了液氨泄露应急演练。当天上午
9 点刚过，位于长兴海洋装备园区的
上海润稼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发现警
情，企业第一时间报警，同时启动应急
预案，开展伤员抢救，物资转移及人员
疏散等工作，并利用既有消防设施进
行自救。公安、消防接警后，立即来到
现场，对路口进行交通管制，消防指战
人员佩戴专业设备，对现场进行检测、
灭火，营救被困职工，最终将泄露部位
成功堵漏。

区气象部门、区生态环境部门对
现场进行实时监测，氨气泄露达到安
全值，顺利完成了演练全部项目。

2019 崇明区“安全生产月”
正式启动

遗失启事
上海新迪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

运 输 证 ：沪 DG4175、沪 EK0651、沪
DE8199

上海迅鹏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
运输证：沪 BQ4870

上海市崇明县张建切面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310230600454620▲图片展现场

本报讯 6 月 4 日下午，区人大常
委会集体调研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
判工作情况。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
建英、姚思平参加调研活动。

会上，区人民法院作了关于环境
资源审判工作情况的汇报。近年来，
区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和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工作大局，精
心审理环境资源案件，完善专门化审
判机制，加强环境资源审判理论研究，
积极打造了一支符合新时代环境资源
保护要求的过硬审判队伍，探索总结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崇明经验”，为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提供世界级的
生态司法保障。座谈交流中，与会人
员就围绕如何进一步做好本区环境资
源审判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区人大常委会对近年来区人民法
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给
予肯定，同时指出，区人民法院要进一
步统一思想，深刻认识新时代加强环
境资源审判工作的重要意义；要充分
发挥职能作用，进一步提升环境资源
审判工作质量和实效；要不断加大宣
传力度，营造全社会积极支持、参与环
境资源审判工作的良好氛围；要进一
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好地发挥
环境资源审判职能，打造出环境资源
司法保障的“崇明样本”。

会上，与会人员还观看了区人民
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宣传片。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推进环境资源保护

区人大常委会集体调研区
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增强市民安全意识
提升员工安全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