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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心手相连、崇临情深。崇
明区结对帮扶临沧市双江自治县以来，
注重扶“基”、扶“业”，以精准促脱贫。
今年初，崇明区确定在双江自治县建立
大闸蟹养殖试验示范基地，一同念好这
篇“山海经”，为当地农民增收探索一条
新路。

这个夏天，双江农场管委会大闸
蟹养殖户彭永清晒得黝黑了一些，每
天他都认真管好 18 亩蟹田，看着捞上
来的螃蟹个头，心里充满希望。对于
养殖大闸蟹，他现在已摸索出一些

经验。
彭永清从事水产养殖时间较长，

是当地的养鱼大户，但是近两年，鱼市
不稳定让他犯了愁。他说，2017 年和
2018 年起，鱼价下滑导致他亏损了将
近二十万，后面有了大闸蟹养殖这个
项目，并开始尝试做起来。

彭永清知道既然做了“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就要做成功。根据专家的
指导，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加上自己
的精心管理，经过四个多月生长，彭永
清养殖的大闸蟹平均长到 1.5 市两一
只。为确保这批螃蟹养殖成功，彭永
清、当地水产技术推广站和崇明区水
产技术推广站建立了常态化的线上指
导机制，及时解决养蟹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

在彭永清蟹塘旁的水产育种站，
工作人员正在向崇明区技术员请教改
善水质的方法。依托崇明区水产技术
推广站的指导，双江自治县水产技术
推广站认真做好巡塘观察、数据记录、
饲料投喂和水质调控工作。试点养殖
的 40亩大闸蟹，预计 10月份可上市。

大闸蟹试点养殖获利后，所有收
益将全部用于大闸蟹养殖推广，以此
改变双江水产业单一的现状。双江自
治县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陈建雄介
绍，大闸蟹亩产预计在 180 斤左右，每
亩纯收入在 5000 元以上，明年计划推
广面积是 500 亩，其中勐勐镇 300 亩，
沙河乡 200亩。

大闸蟹特色养殖（试点）项目是崇
明区农业农村委支持临沧市的帮扶项

目，项目结合双方资源条件，既体现崇
明特点，又契合当地市场。试点选在
双江县沙河乡，养殖总面积 58 亩，其
中：县水产种苗繁育站池塘养殖 40
亩，农场十二队养殖大户 18 亩，总共
投放蟹苗 700 斤。在两地的共同努力
下，将推动这个项目带动更多农户
增收。

崇明区援滇干部，双江自治县委
常委、副县长张熠剑介绍，当养殖技术
更加成熟以后，除了当季的大闸蟹，还
可以销售反季节的大闸蟹。大闸蟹精
深加工可满足餐饮业的需求，确保更
多农户通过养殖大闸蟹和参与大闸蟹
的加工，增加工资收入和经营性收入，
实现稳定脱贫。

云南产的崇明蟹 今年十月可上市
崇明帮扶临沧市双江自治县——

□ 金维娜、彭先文、唐晓群、陶文祥

小八路学“四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 记者 范立

本报讯 日前，来自庙镇南星
村、庙南村假日学校的 20 多名学生
扮起小八路，重走“长征”路，在体验
中缅怀革命先烈，在实践中增强爱
国情怀。

活动现场，学生代表讲述了小
兵张嘎等小英雄们的壮举，令“小战
士们”深受鼓舞。随后，大家在老师
的带领下，开始了约 4 公里的“长
征”路。

“小战士们”从西门路出发，一
路经过新崇南路、八一路、北门路等
地，学习军体拳、打靶。此外，他们
还担任侦察兵抓伪军、自制担架运

“伤员”、做“运输兵”补给“军粮”，体
验革命先辈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
精神。

“我学会了怎么制作担架，还玩
了抓坏人的游戏，觉得很开心。”“今

后我也要像红军一样勇敢，不怕困
难。”学生们纷纷说道。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

让孩子们从小开始学习“四史”，铭
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
好少年。

本报讯 近日，公安崇明分局根据
辖区群众前期举报线索，经细致走访排
摸，并运用“智慧公安”建设成果，组织
分局经侦支队、长兴派出所、横沙派出
所兵分三路，在长兴、横沙等地集中收
网，一举抓获涉嫌非法捕捞的犯罪嫌疑
人肖某和苏某，以及涉嫌非法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的犯罪嫌疑人唐某、林某和王
某，并在嫌疑人唐某处收缴尚未出手的
非法渔获物蛸蜞380余斤。

肖某到案后交代，因为看到长江
滩涂上经常会有蛸蜞出现，而且在禁
渔期之前蛸蜞的螯也经常出现在人们
的餐桌上，感觉这是一个商机，于是每
天傍晚在长江边的芦苇荡内抓蛸蜞，
再以每斤 6 元的价格转手卖给唐某，
从 今 年 6 月 起 至 被 抓 获 ，出 售 蛸 蜞
1300余斤，获利 7800余元。

据苏某交代，其住在横沙靠近江
边的地方，每天都会看见很多蛸蜞在
滩涂上，于是便抓了一些蛸蜞，之后再
以每斤 6 元的价格卖给唐某，共计获
利 6000 元人民币。唐某供述，其明知
所收蛸蜞系非法捕捞所得，但为了经
济利益，其从崇明地区收购后，高价转
卖至外省。林某和王某同样涉嫌收购
并转卖非法捕捞的蛸蜞。

肖某和苏某因涉嫌非法捕捞，唐
某、林某、王某因涉嫌非法掩饰隐瞒违
法所得均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抓捕时查获的 380 余斤蛸蜞已在农业
部门指导下放生。

警方提醒：2019年底，农业农村部
在官网发布关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
捕范围和时间的通告，长江流域水生生
物保护区自2020年1月1日起，全面禁
止生产性捕捞；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
大型通江湖泊最迟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起，实行暂定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期
间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

崇明地处长江口，是上海市打击
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的主战场。为此，
公安崇明分局组建成立专项行动领导
小组，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等涉渔案
件。希望广大人民群众积极配合执法
部门，向非法捕捞等犯罪行为坚决说
不，共同维护长江水环境。

□ 记者 沈俊 通讯员 严惠平

本报讯 日前，一场以“百年建党
铸军魂，军民同心迎花博”为主题的堡
镇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3 周年
文艺演出在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
行。来自堡镇的现役军人官兵、女子
民兵排、优抚对象代表等 200 余人观
摩 演 出 ，同 庆 建 军 佳 节 ，畅 叙 鱼 水
情深。

文艺演出由“忆往昔峥嵘岁月”、
“看今朝砥砺前行”、“展未来花岛璀
璨”三大篇章构成。气势磅礴的歌舞

《花开中国》拉开了演出的序幕，情景
表演组唱《男子汉去飞行》、诗朗诵《绘
就世界级生态岛靓丽底色》、健身舞

《我的花博会》、歌曲《鲜花盛开的岛
屿》等节目轮番上演，将堡镇开展“四
史”学习，“迎花博、治五棚”、“创城、创
卫”文明创建、水环境治理、美丽乡村
建设等内容进行精彩演绎，现场掌声
雷动，观众热情高涨。

据 悉 ，堡 镇 已 连 续 九 届 被 评 为
“上海市双拥模范镇”。

□ 记者 顾益琴

堡镇举办建军
93周年文艺演出

▲ 学生们在练军体拳

警方查获非法
渔获物380余斤

本报讯 7月 30日下午，堡镇米行
村的村民宋炳时去世。当天，他的子
女按老人的生前遗愿，将他的遗体捐
献给红十字会。他们简单地为老父亲
换了一身衣服，鞠了 3个躬，目送遗体
由遗体接收站工作人员接走。

宋炳时有着 60 多年党龄，今年
86 虚 岁 。 他 的 女 儿 宋 锦 贤 告 诉 记
者，2019 年 10 月，老人主动要求捐献
遗体（角膜），并关照家人待他过世
后，无偿将他的遗体（角膜）捐献给有
关部门，希望能带动更多人支持移风
易俗、殡葬改革工作。2019 年 12 月，
宋炳时填好志愿书，办理好遗体捐献
手续。

近年来，崇明积极倡导移风易俗，
大力推进殡葬改革等工作，通过政策
宣传等形式，引导广大群众破除婚丧
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倡导文明新
风。“我们知道，父亲是想感恩党和政
府的恩情，以此回报国家和社会。”对
于老人的决定，他的子女都表示支
持。宋炳时带头捐献遗体、移风易俗，
赢得众乡邻尊敬。

老人捐献遗体
践行移风易俗

□ 记者 郭杨如熠

本报讯 近日，崇明中学 2020 届
高三毕业生典礼——“青春绽放，逐梦
远航”在学校大礼堂进行。

从秋天到夏天，从青涩到成熟，老
师们见证了崇中学子的成长。毕业典
礼上，10 位优秀学生代表讲述了自己
的学习生涯，与同学、老师共同度过的
美好时光。高三 9 班的邵心怡讲述的

“数学老师的最后一节课”，感动了不
少师生。那是今年高考前一天的辅
导课。老师没有讲很多解题技巧，更
多的是在反复叮嘱高考的注意事项。
时间过得很快，这最后一节课，大家都
舍不得结束。

“未来，我们将看到更多风景。谢
谢你，老师！”邵心怡说，最质朴的语言
往往最能打动人。疫情期间，老师为
了给学生带来高质量的线上课程，下

载了很多直播软件，一个一个亲自试
验。“由于电脑上的绘图效果不佳，老
师还特意买了新设备，为我们讲解几
何题目。这次疫情给老师的教学，学
生的学习都带来了不少困难，但是在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成功克服难关。”

随后，学生代表为老师献花，表达
感恩之情。校长吴卫国为学子送上寄
语。伴随着合唱《夜空中最亮的星》和

《明天会更好》，毕业典礼落下帷幕。

崇明中学 2020届高三毕业生典礼举行
□ 实习记者 黄驿雯

（上接1版）党员干部是“迎花博、
治五棚”行动的先行者。80 多岁的老
党员沙玉刚起带头模范作用，是村里主
动拆除废旧棚舍的第一人。他表示：

“原本里面就是堆放一些农具、杂物，搬
到别处就可以，自己无非是多走几步
路。拆除后确实干净清爽多了。”现在，
沙玉刚种上了一些蔬菜瓜果，把家里的
小三园打造得井井有条。在党员干部
的带领下，周边群众积极响应号召，不
再观望，主动参与到整治行动中。

不仅是拆，还要修缮和美化。新浜
村因地制宜，对一部分五棚区域重新规
划使用。顾秀英、陆振忠、蔡禄三家人
的小棚相隔较近，且靠近两个小队之间
的河道桥梁，是一块“要地”。鉴于这个
情况，新浜村将 3 个棚房拆除后，将该
区域与周围空地合并，建起一座小亭，
修整出一片草坪，栽上绿树、鲜花，打造
了一个市民小公园。“还真不错，大家饭
后散步聊天都会到这兜一圈。”村民们
对这个举措表示赞赏。

目前，新浜村的五棚整治工作已
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155 户已完成
137 户。“我们会继续花心思、动脑筋，
以‘治五棚’为契机，让村子越来越
美。”杨林雄说。

（上接1版）按照总书记对上海城市发
展明确的目标任务，坚持顶层设计与
崇明实际相融合，对工作任务进行再
审视、对工作标准进行再提升、对工作
思路进行再拓展，确保“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在崇明
落到实处。要把学习“四史”与加快新
时代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贯通起
来，主动把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摆在全
市、长三角、长江经济带、全国的发展
大局中去思考谋划推进，积极发挥区
位优势、生态优势，全面提高崇明世界
级生态岛建设水平。

李政强调，建设世界级生态岛是
市委、市政府交给崇明的重大战略
任务，也是城桥镇建设必须紧紧咬

住的工作目标，广大党员同志必须
从“四史”中汲取营养，坚持生态立
岛不动摇，努力在“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上当好“火车头”，为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书写新的案
例。要把学习成效体现在对理想信
念的坚定上，体现在对党的领导的
坚持上，体现在对初心使命的坚守
上，体现在对克难奋进的坚毅上，体
现在对作风传承的坚决上。要以如
山信仰，自觉做马克思主义的忠诚
信奉者和坚定实践者；以如铁信念，
坚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不
动摇；以如磐信心，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要
常怀忧党之心，坚决同一切弱化党

的领导、动摇党的执政基础、违反党
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作斗
争；常怀为党之责，自觉将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市委
各项决策部署转化为推进经济社会
发展的目标任务、具体措施、实际成
效；常怀强党之志，持续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坚
持紧紧依靠群众，坚持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让人民群众成为地方发
展的积极参与者、最大受益者。要
有充满激情的事业心、富于创造的
进取心、敢于担当的责任心，在加快
提升生态发展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
过程中建功立业，做直面问题的担
当者、起而行之的实干者、攻坚克难
的发展者、锐意进取的奋斗者。要
进一步倡导勤学之风、改进工作作
风、改进领导作风、改进生活作风。

从“四史”中汲取前进的勇气力量

不仅仅是拆除
更是修缮美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