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范立

崇明糕，是崇明的特色食品之一，
以独特的口味蜚声海岛内外。几十年
间，随着崇明糕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崇
明涌现出了一批专门生产制作崇明糕
的企业。经由他们制作的崇明糕，不仅
受到本地居民的喜爱，而且还销往全国
各地，以令人称道的口味让更多市民认
识并爱上崇明糕。崇明城桥镇的“陆氏
糕点”堪称其中的佼佼者。它的老板陆
永飞更是崇明本土第一位将崇明糕形
成产业化的“领头人”，2016年还被评为

“崇明糕制作技艺”上海市级代表性传
承人。

陆永飞是土生土长的崇明人，父
母都是经营糕点生意的。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陆永飞和妻子双双下岗，思
忖一番后他决定重操父母的旧业。“父
母祖传的手艺，还是想传承下去。”于
是，他在城桥镇开了“陆氏糕点”店，专
门售卖崇明糕、圆子等各种崇明特产。

作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崇
明糕制作工艺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因
此，它的制作程序比较复杂，想要将它学
精学透是非常不容易的。蒸不熟糕、蒸
熟了味道又不对……刚开始学习时，因
为经验不足，陆永飞经历了无数次失
败。但他没有放弃，一遍遍虚心请教家
中长辈，然后通过反复地实践和摸索，逐

渐掌握了崇明糕独一无二的制作技艺。
配米、浸泡、粉碎、蒸煮……崇明

糕的每个制作步骤都很关键，如有一
步没有掌控好，那就前功尽弃了。“比
如说浸米就很讲究，需要根据气候决
定它的浸泡时间。如果气候干燥，那
就要浸得久一些，潮湿的话时间可以
稍短一点，否则蒸出来的糕就没有那
么糯了。”陆永飞耐心地向记者解释。

除此之外，还需要有“慢工出细
活”的耐心。崇明糕主要由糯米和粳
米混合制作而成，如果比例调配不均，
口感就会“差强人意”。因此，每次蒸
糕前，陆永飞总会亲自调配五种不同
糯米和粳米的比例，再经过 4-5 个小
时的一一实验、加工出成品品尝后，最
终通过软糯程度决定最佳调制比例。

二十多年如一日，陆永飞用匠心
制作精神，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个“繁
琐”的工序。由他推出的崇明糕甜度
适中，既清香松软又糯而不粘，深受广
大市民喜爱，销售量非常可观。“特别
是冬天，我们都是加班加点工作的，一
天消耗三四千斤米很正常。”

能获得市民的关注和认可，陆永
飞在高兴之余，也有了更多期待。“当
初创立之时，购买的群体主要还是以
本地人为主。如果家乡的味道能让更
多人品尝到，那就更好了。”

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随着崇明和

上海市区的交流往来日益增多，来崇
明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旅游业刚刚
兴起，崇明的土特产又特别少，我觉得
崇明糕‘崭露头角’的机会来了。”陆永
飞兴奋地说。但当时，崇明糕制作时
间久、重量重，不仅不能成批生产，游
客携带也非常不方便。

只有创新，将崇明糕重新改良，才
能得到更大发展。于是，陆永飞亲自
制作磨具，在保留原有的竹制材质基
础上，将大蒸笼改制成小蒸笼。经过
改良后，一个个曾经圆乎乎厚实的“身
体”都变成了小巧玲珑的可爱模样，原
汁原味的两斤、四斤和十斤重的小笼
糕，满足了游客的不同需求。

另外，陆永飞还摈弃传统的“用灶
蒸”的做法，使用液化气或者蒸汽炉制
作崇明糕，在保质保量的同时，大大缩
短了制作时间。在配料上，也从原先
的红枣肉、核桃肉，加入蜜饯、赤豆等
新配料，看着就让人垂涎三尺，吃起来
更是让人欲罢不能。

经过改良以及包装后的崇明糕，
一经推出，前来购买的游客络绎不
绝。“这家店专门制作崇明糕点的，老
字号品牌了。崇明糕吃上去甜甜糯糯
的，非常棒。”游客们纷纷评价道。而
其中一位游客，在品尝了之后，甚至还
直接邀请陆永飞参加上海城隍庙庙会
上的小吃展。

这位城隍庙餐饮部负责人吴小
姐，来崇明旅游时，在“陆氏糕点”买了
崇明糕后，对这个味道赞不绝口。恰
逢城隍庙举办庙会，并设置了长三角
乡土小吃展，就力邀陆永飞带着崇明

糕参与。此次活动规模盛大，108种散
落在长江三角洲民间的风味小吃，在
11 天内“一决高下”。“令人惊喜的是，
崇明糕销量名列前茅，每天大概要卖
1500 多个，我忙得都不可开交了。”最
终，在这场长三角乡土小吃展中，崇明
糕被评为“特色风味小吃”，荣获铜
奖。由此，崇明糕走出崇明，知名度也
随之提升。“到2021年，如果有机会，我
也会携崇明糕亮相花博会，让崇明糕
获得更多人的关注，登上更高的舞
台。”陆永飞期待地说。

作为“崇明糕制作技艺”的传承
人之一，陆永飞觉得，自己所拥有的不
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份对崇明味道
与文化的传承。

令陆永飞印象深刻的是，曾经有位
华侨春节回家探亲时在他店里买了几
斤崇明糕，而他竟然花了几千元快递费
寄到国外居所。“在许多人心中，崇明糕
代表的是一份家乡情结。”能通过这个
手艺延续这份独有的崇明味道，也是陆
永飞将崇明糕坚持做下去的动力。

“未来，区文化馆还会与我合作，成
立展览室。我将在生产加工崇明糕的
店中，专门开辟一间房间，展示崇明糕
的发展历史等。到时候，游客们还能参
观我们制作崇明糕的过程，并且体验一
番。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崇明文化，爱
上‘崇明味道’。”

匠心制作匠心制作
打造高品质崇明糕打造高品质崇明糕

创新改良创新改良
传承崇明味道和文化传承崇明味道和文化

让“崇明味道”登上更高舞台

□ 记者 范立 实习摄影 吴圣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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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黄桃上市 甜蜜口感受欢迎

▲ 工作人员正在采摘锦绣黄桃

遗失启事

上海市崇明县平贤小吃店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310230600416788

本报讯 眼下正值锦绣黄桃上
市季节，在竖新镇乐活兄弟·生态黄
桃基地内，工作人员正忙碌地将一
个个刚采摘下来的锦绣黄桃装箱，
运往崇明各大超市、水果店等地。

“今年的销售情况还不错。”基地负
责人薛坤鹏笑着说。

记者看到，在基地内，金黄色的
锦绣黄桃挂满了树枝，有些在阳光下
还泛着丝丝“红晕”。“锦绣黄桃是黄
桃品种中的上佳品类。它的成熟期
一般在8月中旬至9月。它核小果肉
饱满、皮薄多汁、口感细腻，最大的果
重有 700克左右，平均糖分在 13-15
度，高于南汇水蜜桃。”薛坤鹏介绍。

“我经常来这里买黄桃，咬一口就被
这甜蜜的滋味融化了，还有一股淡淡
的桃香味扑面而来，沁入心脾。”正在
基地购买黄桃的袁小姐说。

薛坤鹏告诉记者，他是安徽人，
七年前与妻子一起来到崇明承包了
180 亩土地，种植水蜜桃和黄桃。

“锦绣黄桃在崇明的市场比较大，价
格也比较占优势，所以我们就来这

里创业了。
但打理锦绣黄桃却没有想象中的

简单。除了要经常加强肥水管理，提
高树体抗病能力之外，一年四季都要
修剪枝叶，清除病虫枝等。在薛坤鹏
的悉心照料下，基地内的锦绣黄桃长

势良好，个大又色泽光亮。
据了解，目前基地的锦绣黄桃

零售价为 6 元一斤，批发价为 3 到 4
元一斤。锦绣黄桃营养丰富，维生
素 C 含量高，蕴藏大量人体所需的
纤维素、胡萝卜素等多种微量元素。

本报讯 近日，庙镇地区连续有受
害人报警，称其乘坐公交时随身携带
的钱财被扒窃，崇明警方接警后迅速
破案。

7 月 15 日 7 时 30 分许，应大妈在
庙镇公交车站下车后发现手提包内的
钱包不见了，钱包内有 2500 余元现
金，另有一张身份证和一张老年卡，遂
报警。紧接着，7 月 19 日 10 时许，张
老伯报警称，其在 18 日 9 时 30 分在庙
镇车站乘坐公交车，上车后发现随身
携带的 900余元现金被人偷走。

警 方 根 据 案 情 进 行 并 案 侦 查 ，
通过调阅两辆涉案公交车上的车载
视频，发现两起案件的受害人在上
下公交车时，都出现了一名拿着橙
色环保袋的男子。经过仔细查看视
频，办案民警发现该男子有利用环
保袋作为掩护实施扒窃的行为。通
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快速锁定了犯
罪嫌疑人时某。

7 月 24 日，庙镇派出所在辖区内
将涉嫌盗窃的犯罪嫌疑人时某抓获。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时某拒不承认所
犯的罪行，但在证据面前最终低下了
头。据查，7 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时某
在南新线、南红线、南海线等公交车上
物色目标，到庙镇车站时趁乘客上下
公交车之际伺机作案，得逞后逃之
夭夭。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警方
将时某刑事拘留。目前，该案正在进
一步审理中。

□ 记者 沈俊 通讯员 沈宵凌

小偷公交行窃
警方快速破案

“崇明糕制作技艺”上海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陆永飞期待——

本报讯 8 月 8 日 0 时 17 分，市应
急联动中心接警称，上海长江隧道往
浦东方向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被困
车内急需救援。

接到报警后，崇明区消防救援支
队长兴中队立即赶赴现场救援，0 时
27 分消防指挥员到达现场，经勘察发
现，现场一辆黑色的商务车追尾养护
车辆，商务车驾驶员被困。

随后，消防指挥员立即利用电动
剪扩钳等破拆工具对车门、车窗进行
破拆，经过 15 分钟的紧急救援，成功
将驾驶员救出，并将被困人员移交

“120”。

□ 记者 沈俊 通讯员 黄海华

隧道发生车祸
消防及时救援

本报讯 近日，建设镇白钥村党
支部为党员举行首次集体“政治生
日会”。

“政治生日会”上，村党支书介绍了
举办党员“政治生日会”的目的和意
义。随后，今年八月加入党组织的党员
作自我介绍，参会党员在党旗下宣读入
党誓词，表明今后努力奋斗的决心。

据 了 解 ，举 办 此 次 活 动 旨 在 激
发 广 大 党 员 的 学 习 积 极 性 和 自 觉
性，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做合格
党员。

本报讯 日前，上海市林业总站公
布“上海市十佳安全优质信得过果园”

“上海市十佳安全优质信得过果园提
名奖”。崇明的 3 家果园成功入选。
其中，上海前卫柑桔公司入选“十佳信
得过果园”，上海清澄果蔬专业合作社
和上海惠杰果蔬专业合作社入选“十
佳信得过果园提名奖”。

据了解，“安全优质信得过果园”的
创建，是为了保障地产果品质量安全，
倡导诚信经营，切实推行果树标准化生
产管理。目前，全市“安全优质信得过
果园”共 78 家，崇明占 12 家，统一使用
专用logo和果品安全追溯系统。

据区农技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
“安全优质信得过果园”并不是“终生
制”的，满三年有效期后还要复评，期满
通过复评可继续享有资格，否则做摘牌
处理。它的评选是一项综合评定，评审
组从生产基地的硬件配套、产地环境等
对创建果园进行全过程跟踪监管，并在
果品上市季节对果品进行农药残留检
测和质量测定，对果园使用禁用农药或
农药残留超标实行一票否决。

崇明有家果园入
选上海十佳信得
过果园
□ 记者 郭杨如熠

本报讯 8月7日上午，在港西镇静
南村文明实践广场，举行了静南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揭牌暨“鸡毛换糖”专项
行动启动仪式。

活动现场，相关领导为静南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揭牌。随后，精彩纷
呈的节目轮番上演。小品《U 盘流浪
记》等节目，不仅让观众看到了静南村

“明南净管家”志愿者队伍在垃圾分类
工作背后的故事，同时也呼吁更多市
民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一起为生态
文明贡献力量。“明南净管家”志愿者
队伍受到了表彰。

最后，区、镇领导共同启动静南村
“鸡毛换糖”文明实践专项行动。以后，
静南村将通过换实物（垃圾分类变废为
宝）、换积分（志愿服务积分奖励）、换礼
遇（模范典型表彰）三种形式，引导村居

民参与到文明实践活动中，让他们在行
动中得实惠、在参与中受教育，共同建
设崇德向善、和谐宜居的文明静南。

主办方表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是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静南村先
行试点，在全镇乃至全区，率先建立第
一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全镇上下将
共同携手，深化文明实践，培育文明新
风，打造传递文明风尚的港西名片。

□ 记者 范立

崇明区首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成立

□ 通讯员 顾永昌

建设镇白钥村党支部举办
集体“政治生日会”

（上接1版）根据协议，双方坚持
“自愿平等、互利共赢、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的原则，将积极发挥崇明绿色资
源优势，充分依托普华永道的专业服务
能力，尤其是城镇化服务团队的专长，
加强合作对接，重点围绕生态环境治
理、生态产业发展规划、城镇战略规划
布局调整研究、审计鉴证业务、花博会
筹备及运营服务等方面开展合作。

仪式上，副区长胡柳强、普华永道
中国合伙人陆遥代表双方签署了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抓住历史机遇
加强合作对接

做一名合格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