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9月12日下午，区科技馆
开展主题为“鲜艳的菊花”的科学小讲
台活动，16个家庭报名参加。

“什么花在秋天最常见呢？”活动
开始，授课老师的提问，激起学生们的
热烈讨论。现场，老师带着学生们从
赏菊花开始，逐步认识菊花的构造、花
瓣的形态和彩泥手工的基本技法，了
解中国花博会的相关知识。随后，学
生们动手用彩泥制作了一幅幅各具
特色的花卉手工艺品，不仅锻炼了手
指的精细动作，还培养了关于画面构
图和空间结构的审美能力。

本次活动培养了学生对民间工艺
的热爱，通过欣赏、体验、创意、制作来
培育“中国心”、“民族情”，做一个会赏
花、识花、爱花的新时期自强少年。

本报讯 日前，上海市第三届市
民运动会网球联赛——崇明红土网
球公开赛在崇明前卫村网球中心
开赛。

作为市民运动会网球联赛之一，
本次比赛为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网
球爱好者设置了男单2.5级、3.0级、女
单2.5级、3.0级、青年双打、常青双打
以及趣味赛。两天的比赛吸引了全市
156 名选手参赛。比赛现场，选手们
全神贯注，来回奔跑，奋力拼杀，网球
在两个选手之间不停变换位置，现场
精彩连连。

今年是红土网球赛扎根崇明的第
七年，有接近一半的参赛选手选择自
驾来参赛，在感受网球带来快乐的同
时，全家人还能体验崇明自驾游的乐
趣，实现了运动与休闲旅游的结合。
红土网球赛为岛内外的网球爱好者提
供了一个交流平台，提升市民业余网
球水平，有力推动了上海业余网球运
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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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村：这里的花儿特别“红”
□ 记者 郭杨如熠

走进位于庙镇永乐村的上海
姿蔓西红花种植专业合作社，一个
个藏红花球茎整齐摆放在储物架
上，顶部的水空调吹出凉风，让大
棚保持在 25℃温度和 85%湿度。
再过两个多月，藏红花球茎开花，
花丝采摘完毕后，就能进行下一轮
田间种植。合作社负责人万建达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幸福感溢于言
表：“我家总共种植藏红花球茎 20
亩，大概能产 20 公斤藏红花花丝，
一年下来能有 60 多万元的净利润
呢。”

万建达是永乐村的藏红花种植
大户，像这样的合作社，村里共有5
家。“在合作社成立以前，我种植的
藏红花只有两亩多，合作社成立后，
村里提供了不少技术指导，我的藏
红花种植技术不断提升，规模也逐
渐扩大了。”在年底采摘藏红花花丝
的时候，他还会雇佣周边五十多名
老百姓一起帮忙。

据了解，庙镇种植藏红花已有
近40年历史，种植户超过1000家，
其中500多户种植农户都集中在永
乐村。永乐村的藏红花种植面积超
过 700 亩，年产值达 2000 余万元。
藏红花成了村里的“致富花”。

随着近几年藏红花陆续在安
徽、浙江等地实现规模化种植，市场
竞争日渐激烈，永乐村决定改变过
去农户各自为政的模式，村“两委”

班子结合实际，大胆尝试，推行“龙头
企业+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发展
模式。

合作社为农户提供技术支持、联
系销售渠道、争取扶持资金，农户生产
积极性不断高涨，种植规模不断扩
大。除了将藏红花花丝作为药材销售
外，永乐村还积极对接上海市药材有
限公司，开发了包括藏红花面膜、藏红
花花丝礼盒等系列产品，不断提升藏
红花产品的附加值，有效提升农民
收益。

永乐村党支部书记王正刚告诉
记者，永乐村接下来会举办藏红花文
化旅游节，全方位、多维度展示藏红
花的独特魅力；利用上海中医药大学
资源优势，与高校合作开展高品质藏
红花标准制定；组建崇明花卉协会藏
红 花 分 会 ，探 索 设 立 藏 红 花 行 业

规范。

在如何发展特色产业经济、为百
姓增收方面，村里交出了美丽的答
卷。在提升永乐村颜值方面，村里加
快基础设施建设的脚步，为村居环境
进行了全方位美颜。

初秋的永乐村，有了丝丝凉意，来
到村里，展现在眼前的是这样的场景：
村内道路笔直干净，公共绿地中点缀
着各色花卉，休息驿站上传来居民的
连连笑声……这些无不彰显着永乐村
环境的优美和村民生活的惬意。

在村里走一圈，不难看出永乐村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做出的努力。截至

目前，永乐村完成2.2公里主干道永
新路“白改黑”“通信光缆入地”工
程，打通村内 13 条“断头河”；对主
干道永新路两侧110幢民居实施风
貌塑造，完成 56 户“小三园”建设、
农户五棚整治，并在民居周边完成
百亩“田园花海”建设。

“给村子美颜过后，如何维持高
颜值，需要村干部和村民的共同努
力。”这是永乐村所有村干部的共
识。如何在党建引领和村民自治的
基础上，更好地维护村内环境，村里
想了不少办法，其中“红花永乐幸福
公约”的制定，为维护村内环境开了
一剂“良方”。

所谓红花永乐幸福公约，实行
的是红花“周”积分制，村里每周
组建村民道德评议团，不定期对
村民宅前屋后环境卫生、垃圾分
类、遵约守规等情况进行评议，积
分结果将与评先推优、相关补贴
享受等直接挂钩，倒逼村民提高
个人修养。

在永乐村家家户户的门口，都
挂有一个评分牌，根据幸福公约的
评分，有的人家上面有五朵红花，
有的只有四朵三朵。“这让不够自
觉的居民看到榜样，也能让缺乏内
生动力的农户提升自觉性。”王正
刚说。

此外，永乐村还组建家庭河长、
田间路长、庭院环长、菜园管家等多
支自治团队，让村内每一条道路、河
道和宅前屋后环境卫生、“小三园”
维护情况等都承包到户、责任到人，
每季度组织开展一次明星河长、明
星段长、明星环长、明星园长评比，
实现自己的家园自己爱、自己建、自
己管、自己护。

激战红土网球赛
全民健身秀球技

小学五年级
开始学中医?

一朵年产2000万
的致富花

一朵高颜值
的文明花

□ 记者 黄天奇

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的国防观
念和民防意识，检验本市防空警报设
施的完好率和鸣放防空警报的能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上海市防空警报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定于今年9月19日（全民国防教育
日）本市进行防空警报试鸣。现将有
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防空警报试鸣的时间
9 月 19 日（星期六）上午 11 时 35

分至11时58分。
二、防空警报试鸣的范围
在全市范围（除浦东、虹桥国际机

场地区外）。

三、防空警报试鸣的形式
11 时 35 分至 38 分，试鸣预先警

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1个
周期，时间3分钟。

11 时 45 分至 48 分，试鸣空袭警
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1个周
期，时间3分钟。

11 时 55 分至 58 分，试鸣解除警
报，长鸣3分钟。

在试鸣防空警报的同时，通过
市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上海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交通频率和手机短信，发布防空警
报信息。

四、防空警报试鸣的组织
防空警报试鸣工作由市民防办负

责组织实施。
防空警报试鸣前，请各新闻单位

及地铁、公交、相关公共信息发布载体
进行广泛宣传，各区组织开展相关宣
传并落实防空演练预案。

防空警报试鸣时，由各结合疫情
防控要求，组织城镇居民进行防空
演练。

防空警报试鸣期间，请各部门、单
位和广大市民、过往人员积极配合，保
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2020年9月16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进行防空警报试鸣的通告

近日，一条关于“小学五年级开始
学中医”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并
配上一篇题为“今年秋季起，小学五年
级将陆续开设中医课”的报道。

事实上，北京、上海等地都有中医
药的中小学读本，但明确成为教材的，
目前只有浙江一地。

经记者核实，上述报道刊登于
2017年9月15日《宁波晚报》A08版，
内容涉及浙江省宁波市于当年秋天在
小学中开设中医课程的相关教育规
划。疫情期间，包括连花清瘟在内的

“三药三方”对新冠患者病情临床疗效
确切，有效降低了新冠肺炎发病率、转
重率及死亡率。得益于大量确切的基
础实验及临床研究证据，中医药的作
用也再次受到国人的关注。

早在2011年全国两会上，就有政
协委员提出，要把中医药知识，结合到
中小学生课本里去。今年两会期间，
全国人大代表也建议将中医药文化系
统纳入中小学课程。

为了响应上述呼声，国务院2016
年印发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2016—2030年）》中指出，要推动中医
药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将
中医药基础知识纳入中小学传统文化、
生理卫生课程中。不过，《纲要》虽鼓励
将中医课程纳入中小学教育，但并未强
制要求。中医药不单单是医学知识，还
有背后的文化和哲学，对培养青少年的
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很有意义。将中
医药知识纳入教材，应以通识科普和兴
趣拓展为主，不能一蹴而就。

赏花识花爱花从孩子做起

本报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为积极响应“光盘行动”，杜绝舌
尖上的浪费，最近，西门小学在全校开
展“争当节粮小达人，21 天打卡行
动”，用21天养成勤俭节约好习惯。

中午，西门小学五年级的80多名
学生有序来到食堂用餐。每位在校用
餐的学生都随身携带一张小卡片，如
果能够按照要求做到文明用餐，光盘
行动，就能得到一个印章，根据所得印
章数量，可以在学校的红领巾小银行
里兑换奖品。

在活动的激励下，小朋友们用实
际行动践行光盘行动。记者观察到，
现场80多名学生，光盘人数达一半以
上，这一比例每天都在增加。学校还
通过招募学生志愿者，进行自主管理，
让节约的理念更加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打卡行动更
具操作性，前期西门小学不仅通过布
置学校环境，营造节约用粮的氛围，还
通过岗位培训加强后勤管理，从源头
杜绝浪费问题。

“21天打卡”
助力光盘行动
□ 记者 朱卓君

本报讯 秋风起蟹脚痒，今年的
崇明清水蟹将在十月中旬开捕,十一
月初大批量上市。

位于绿华镇的宝岛蟹庄今年一共
养殖 500 亩清水蟹。目前来看，清水
蟹平均单个重量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0.5两。根据蟹庄每月的规格检测记
录，母蟹到目前为止已经长至三两左
右，正式开捕之前蟹还会蜕壳，重量还
会增加。

宝岛蟹庄董事长黄春表示：“今年
大闸蟹产量预计会减少，但螃蟹的个
头大了不少。”

据了解，从前年开始，宝岛蟹庄与
上海海洋大学合作，采用“内循环”养
殖模式，在把握整体水温平衡的同时，
保证蟹塘的养分，用天然饵料和活性
水养蟹。经过18至20次的蜕壳，蟹在
10月初基本成熟。

崇明清水蟹
将开捕上市
□ 实习记者 刘黎明

□ 记者 许聪 摄影 方天扬

▲ 永乐村一角（受访者供图）

▲ 孩子们制作花卉手工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