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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米饭涮猪肉 再敷个面膜

决战决胜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彩虹女神”盛放整个五月

崇明干部直播带货各显神通崇明干部直播带货各显神通

区教育学院
实验联盟成立

（上接1版）进一步把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市民日常生活，
多渠道、多角度、多层面宣传抗击疫情
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大力培育向上、
向善、向美的力量，在全社会倡导好风
尚、正能量、暖色调。要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各项工作，和花博会筹办、深入推
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密切结合，放大
延伸带动效应，共同打造一个崇德向
善、和谐宜居的崇明。要夯实基层基
础和群众基础，让群众从具体事情上
感受到文明城区创建等带来的成效和
变化，赢得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
认同。要完善常态长效，建立党委统
一领导、文明委统筹协调、党政群齐抓
共管、全社会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
工作机制，形成上下贯通、整体联合、
合力推进的工作局面。

李政指出，近年来，全区精神文
明建设各项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尤
其在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
斗争中，崇明广大干部群众的大爱情
怀、文明素养、精神风貌得到了很大

提升和充分展示。这场大灾大疫、大
战大考，是最好的试金石，也是最好
的教科书，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生动
教材。我们要用好这本生动教材，讲
好党领导下的人民抗疫故事，讲好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弘扬好抗
疫精神，为打赢决战决胜创城收官
战、花博会筹办攻坚战，奋力推动世
界级生态岛加快建设凝聚更强大的
精神力量。

李政指出，要立足新起点，进一
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全
民动员、全面推进，推动本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高质量落实
落地见效。要注重发挥融媒体功能，
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式展现实践成
果。要运用好网络平台，传播主流价
值、凝聚社会共识、引领舆论方向。
要开发好文明实践智慧平台，让网络
平台与智慧平台互为补充，打通宣传
教育群众的“最后一米”。要在提升
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上做文章，
以精细化、精准化文明实践，不断提

高基层社会治理成效。要在彰显世
界级生态岛生态文明特色上求突破，
紧紧围绕世界级生态岛建设、花博会
筹办等重大任务，发挥文明实践阵地
在生态保护、生态发展、生态文明建
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李政强调，当前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已经进入收官冲刺阶段，时间紧、任
务重。全区上下要紧盯目标、咬紧牙
关，全民动员、全力冲刺，坚决夺取最
终胜利。创建工作要再对标，深入细
致查漏洞补短板，举一反三抓检查、抓
整改，做到不忽视任何环节、不漏过任
何盲点。突出问题要再整改，切实提
高针对性有效性，营造更美丽的生态
环境，构建更文明的社会秩序，做好更
扎实的创建准备，发动更广泛的群众
参与。工作责任要再压实，全区上下
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协作意识、参与
意识，齐心协力抓攻坚、抓冲刺，决战
决胜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全面提
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缪京指出，要进一步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锲而不舍地抓好精神

文明建设。要进一步教育引导广大
干部群众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精准对标全国文明城区
测评体系，开足马力、决战决胜，以创
城工作的好成绩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再上新台阶，为夺取疫情防控与经济
社会发展“双胜利”凝聚正能量，让崇
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焕发新活力。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各乡镇设分会场。

大会前还召开了区精神文明建
设委员会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
领导小组会议，听取 2019 年崇明区
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总结汇报，审
议《2020 年崇明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要点》。区委书记李政，区委副书记、
区长缪京出席。

李政强调，今年是推进全国文明
城区创建的决战决胜年，要进一步统
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进一步坚定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
必胜之心，进一步激扬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焕发出来的
锐气勇气，一鼓作气、一拼到底，奋力
夺取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最终胜利。

区领导李峻、龚朝晖、张建英、谷
继明、王菁、胡柳强、张荣出席。

□ 记者 丁沈凯

□ 记者 徐晨

5 月 20 日晚 7 点不到，“上海崇
明”抖音直播间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气。网友“树懒熊”说，“听说有崇明藏
红花面膜可以‘秒杀’就过来了，以前
体验过，很滋润很舒服。”“来了，来了，
下午就看见崇明的朋友在朋友圈预告
了，特地过来买崇明大米和猪肉了，好
吃又健康。”上海市民“不如劳尔”说。

“直播间的宝贝们好，今天是甜蜜
的‘520’，希望大家能在直播间抢到好
东西，送给你最爱的人！”

5月 20日 19点 18分，伴随着一句
亲切的开场白，崇明区农业农村委主
任宋学梅走进“上海崇明”抖音直播
间，为崇明的地产农产品——两无化
大米代言。

“有些人是无肉不欢，我是无米不
欢，因为崇明的大米太好吃了！”端起
一碗热腾腾的米饭，宋学梅和大家分
享了她的独家吃饭心得：“真正好的大
米，做成饭可以空口吃，回味甘甜，米
香浓郁，不用菜配——两无化大米就
是这种米。”崇明人自己说好还不够，
主持人还将一位刚来崇明工作的女士
请上台，一起品尝大米。“我本身也是
南方人，从小吃大米，崇明大米特别香
甜软糯。”体验者交口称赞。

崇明大米为什么这么好？宋学梅

在直播间进行了科普：“崇明大米好
在四个方面。其一，崇明的土壤是弱
碱性的，pH 约为 7.5，是最适宜种植
水稻的；其二，崇明几年前就已经推
广半年种水稻、半年休耕的种植模
式，休耕期间种绿肥，可以提升土壤
肥力；其三，崇明的水稻种植是全生
命周期管控，种植方法科学；其四，崇
明大米的品种是精挑细选的地方品
种 ，口 感 软 糯 ，特 别 适 合 在 崇 明 种
植。”

科普完毕，宋学梅转身洗了个手、
戴上一次性手套，开始秀厨艺：以崇明
两无化大米做的米饭为原料，配合崇
明清水蟹制成的蟹粉，现场做蟹粉寿
司。她熟练地一揉一压、一卷一切，寿
司便跃然眼前。屏幕前的网友纷纷互
动：“看起来就很香啊。”“我为什么要
吃着泡面点进来。”“没想到宋主任除
了气质佳口才好，厨艺也那么棒。”

当晚走进直播间的第二位主播是
庙镇党委书记董玲娟，她给网友推荐
了护肤“神器”：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三款面膜，分别为
藏红花石斛补水面膜、藏红花日本纪
州备长炭面膜、藏红花白芨美肤透亮
面膜。

“我们的藏红花面膜一经问世，就
特别受消费者青睐。这款藏红花面膜
是我的自用款，我平时下村居比较多，

暴晒一天后，晚上都要敷它的！”董玲
娟分享了她的护肤心得。

崇明庙镇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开
始种植藏红花，是全国最大的藏红花
基地，近年来更是应用先进科学技术，
开发出具有不同功效的多款藏红花面
膜产品。

为了让网友更加直观地感受藏红
花面膜的效果，董玲娟用石斛面膜在
手背上做起了保湿试验。短短几分钟
下来，对比效果已经非常明显：在特写
镜头下，敷了面膜的部位看上去更水
润光泽。

“备长炭是痘痘肌的福音，可以帮
助肌肤做深度清洁、收缩毛孔；白芨可
以促进人体细胞生长，延缓皮肤衰老，
非常适合妈妈们使用。”聊及产品的护
肤功效，董玲娟滔滔不绝。

董玲娟的“现身说法”引发了许多
女性网友的共鸣：“以前面膜都是国外
代购，因为疫情，我都快断货了，这款
面膜可以试试。”“反正保质期长，趁着
有优惠赶紧多买点囤起来，过年还可
以送人。”

第三位走进直播间的主播是新海
镇镇长王家章，一开始就来了段崇明
话“freestyle”：“大家吃过大米了，敷过
面膜了，现在我们新海镇要上大菜了，
那就是明珠湖猪肉！大家要盯牢手机
别乱跑，明珠湖猪肉真正好，下手秒杀

要趁早，不然肯定要‘奥老’（崇明话
‘后悔’的意思）！”

之后，王家章还分享了自己的乡
愁记忆：“我们崇明人都知道，小时候
一碗饭里淘一点肉汁，呼啦呼啦，一会
儿就吃完了。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明珠
湖猪肉，真的可以让你回忆起小时候
的肉香。”

就着一碗浓油赤酱的红烧肉，王
家章介绍起明珠湖猪肉的优点：全生
态产业链模式运作，饲料是玉米、小麦
等优质五谷杂粮，养猪的环境也非常
好。“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我们崇明
的根宝足球基地里的小运动员，吃的
也是这种猪肉！”

为了展示明珠湖猪肉肌理鲜明、
口感饱满、肉质嫩软、无嚼渣的特点，
王家章在直播现场演示了一种少见的
猪肉吃法：涮着吃。在提前准备好的
筒骨汤里，他放下几片鲜嫩的肉片，把
猪肉涮到变色后立马捞出，蘸上酱料
就吃了起来。“大家以后多来新海走走
看看，多来吃明珠湖猪肉！”

这是崇明响应上海五五购物节而
举办的第二场直播活动。两小时的直
播结束，网友们收获满满。原价 176
元的崇明大米、蟹粉组合装（1 公斤崇
明“两无化”大米、250 克蟹粉），直播
价仅为 58 元，800 份几分钟内售罄。
面膜的直播价为原价的 75 折、外加买
一盒再送五片，1000 份面膜很快销售
一空。猪肉也有两个优惠套餐，全部
限量 200套，瞬间一抢而光。

□ 记者 丁沈凯 摄影 徐忠如

本报讯 五月去长兴郊野公园的
游客，一定会被园内色彩斑斓的鸢尾
花田所吸引，这里是沪上最大的鸢尾
专类园。

鸢尾园位于长兴岛郊野公园东南
侧，与上海植物园合作建设，总占地
65 亩，分为研究生产区和应用示范区
两个主要区域。研究生产区以花田为
展示形式，主要用于鸢尾新优品种的
收集、创新、中试、繁殖和推广。展示
区则以鸢尾为展示主题，借助于山石、
亭廊、栈桥和水景等造景元素，配合水
景的使用营造出一种东方庭园之美。
目前，长兴郊野公园内共有鸢尾花
100多个品种数十万株，花期可从 4月
下旬延续至 6月上旬。

崇明大米吃了都说好

藏红花面膜受青睐

猪肉还可以涮着吃

本报讯 5月 20日下午，区人大常
委会召开《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执法检查启动会，进一步推动《上海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贯彻实施，提升
本区生活垃圾治理水平。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林杰、副主任姚思平，副区长胡
柳强出席会议。

会议通报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执法检查工作方案。根据方案，
此次执法检查以政府部门开展自查，执
法检查组开展检查，委托乡镇人大联动
开展执法检查，常委会开展专题询问、
审议等方式，推动有关主体依法履行职
责，加强执法监管，健全体制机制，全面
落实法规规定，推进本区生活垃圾“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有新提升。

林杰指出，推行垃圾分类减量，打
造生态宜居的生活环境，养成绿色低
碳的生活方式，是崇明世界级生态岛
建设的应有之义。希望各级各部门要
统一思想，深刻认识深化《上海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实施的重要意义；要坚
持问题导向，务求本次执法检查取得
实效；要凝聚各方智慧力量，形成强大
工作合力，共同推进本区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

会上，区绿化市容局、区经委、区
市场监管局、区城管执法局、区融媒体
中心、邮政崇明分公司就《上海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进行了
工作汇报。

加强执法监督力度
提升垃圾分类实效

优化横沙通道环境
全力提升生态能级

本报讯 5月 20日下午，区政协主
席邹明率主席会议成员赴长兴岛专题
督办一届四次会议重点提案《进一步
优化横沙通道环境治理，提升生态能
级》。区政协副主席张荣、顾钱菊参加
活动。

邹明一行实地视察了横沙通道环
境治理情况，并现场听取相关情况介
绍。在随后召开的提案办理协商座谈
会 上 ，与 会 人 员 观 看 了《长 江 大 保
护 崇明在行动》专题片。提案者曹杰
介绍了提案提出的背景及主要建议，
区农业农村委、崇明海警局等提案承
办单位有关负责人分别介绍了提案办
理落实和相关工作推进情况等，与会
人员就提案办理落实和横沙通道环境
治理、综合执法工作等相关工作进行
交流研讨。

邹明对该重点提案的提出及办理
工作给予肯定，并就相关环境治理工
作提出意见建议。邹明指出，政府及
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将横沙通道环境治
理融入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和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
大局中谋划考虑，积极为把崇明建设
成 为 长 江 大 保 护 的 标 杆 和 典 范 作
贡献。

强化责任意识
确保安全度汛

本报讯 5月 21日下午，区人大常
委会集中视察本区防汛防台准备工
作情况。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建
英、姚思平、顾德昌参加视察。

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来到区
环岛防汛提标及景观道一期工程、防
汛物资储备基地，察看防汛防台准备
工作情况并现场听取有关情况的介
绍。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听取了
区水务局关于本区防汛防台准备工
作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区建设管理
委、区绿化市容局、区交通委、区应急
局作的补充汇报。

会议指出，全区各级防汛部门要
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切实提升工作
综合能力，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
全力做好今年防汛防台各项工作，确
保本区防汛安全。

□ 记者 郭杨如熠

□ 记者 石思嫣

□ 记者 吴雄

本报讯 日前，“崇明区教育学院实
验联盟”成立大会在区会议中心举行。
以区教育学院牵头，实验幼儿园、实验
小学、实验中学、扬子中学四所学校为
成员单位的“区教育学院实验联盟”正
式授牌成立。副区长王菁参加会议。

联盟成立后将坚决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和“五育”并举，共
同打造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相匹配的
一流教育。

会议要求，各成员单位要充分认
清成立教育联盟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要明确各教育阶段工作重点，积极探索
共建项目、联合教研、跟岗交流、蹲点教
学等实验方式。要狠抓落实，以有效提
升教育质量、积极变革教学模式、不断
加强现代学校建设为目标，努力规划崇
明的教育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