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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博同款、情人节限定款、off-
white 联名款……众多热门限量款球
鞋摆满了一整面亚克力墙，吸引了来
往顾客的目光。这些球鞋位于长兴岛
近日新开业的一家买手店内，同时，这
家店也是崇明第一家买手店。

“店名是 Drug Island，是我们上海
新乐路总店 Drug 的副线品牌。”店主
兼 Drug 创 始 人 阿 力（化 名）告 诉 我
们。2013 年，阿力第一次接触到球
鞋，自此，便与球鞋结下了不解之缘。
区别于大部分球鞋爱好者是先喜欢球
鞋，然后慢慢发现球鞋能够给自己带
来收益。阿力从一开始接触球鞋，就
发现了它的价值，随之对球鞋付出越
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日复一日，他
发现自己逐渐喜欢上了球鞋，甚至对
它产生了依赖。于是，他决定将球鞋
当成自己的事业，一份值得毕生经营
的事业。时间久了，阿力在球鞋爱好
者的圈子里也混出了些名气，不少鞋
友都喊他“力哥”。

2019 年 10 月 18 日，阿力位于徐
汇区新乐路的第一家买手店 Drug 正
式开业。开业仅一年多，就数次在上
海潮流运动店铺榜单上名列前位，在
球鞋圈里打响了知名度，许多潮流爱
好者都前来打卡。不少热爱球鞋的明
星也纷纷光顾，店内的一块板上贴着
白敬亭、王嘉尔等人来店签名合影的
照片。

地处市中心的 Drug 里摆放了一
千多款限量版球鞋，各个款式的尺码
都较为齐全。由于库存充足，Drug 不
仅在线下进行销售，同时也为各大潮
流电商平台提供球鞋货源。

“为什么把店铺开在长兴？这是
很多人好奇的问题。我生在长兴，长
在长兴，对这片地方有着独特情怀。”
阿 力 笑 着 告 诉 记 者 ，“ 在 市 区 开 了
Drug 后，不少朋友问我，怎么不回长
兴发展一下事业，渐渐地，我开始认真
思考起这个问题。”

考虑到长兴与市中心地理位置、

人员流动性等要素的差距，阿力因地
制宜，重新规划了店铺的区域设置，
副线品牌 Drug Island 由此诞生。新
店的定位人群不光是潮流爱好者，也
面向大多数周边百姓，设置了特价
区，满足普通百姓对日常运动商品的
购 买 需 求 。 在 Drug 主 营 的 球 鞋 领
域，新店设置了普货区和限量区两块
区域。普货区主要售卖当季发售或
热销的不限量球鞋，限量区则摆放了
近百款限量发售的热门球鞋。除了
鞋类，店内也售卖一些潮牌服饰，潮
流玩具等。“我们的新店刚刚起步，还
在摸索门店顾客的消费喜好，后续会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店里商品的设置
比例。”阿力说。

“由于长兴店的运营成本比市区
低，这里的鞋子在价格上有一定优
势。”据阿力介绍，Drug Island 内的许
多热门鞋款的价格都能做到与电商平
台上的价格持平，对于实体店来说，属
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接触球鞋后，阿力的每一天都过
得很充实，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本身就
是他热爱的。店里工作的员工、来打
卡的同好、他的合作伙伴们都是热爱
球鞋、热爱潮流的人，大家围绕“鞋”
少不了互相交流探讨，结交了不少
朋友。

对阿力来说，球鞋早已不仅仅是
生意那么简单，而 Drug也不单单是一
家以营利为目的的买手店。

“开设店铺只是一个起点，我想做
的是把 Drug打造成一个品牌，形成专
属于我们的品牌文化。”阿力解释道，

“我希望大家提到这个品牌就能想到
这是一群年轻人，想到他们的一种态
度，而不只是一家店铺。”目前，Drug
已经设计生产了部分品牌的周边产
品，并注册了商标。

圈子里有些年轻人认为阿力在推
动球鞋文化的发展，但阿力不以为
然。现阶段，他只想实打实地经营好
自己的 Drug 品牌、Drug 文化，至于推
动球鞋文化的整体发展，阿力表示，如
果以后他在中国的球鞋文化圈有了一
定影响力，他会通过自身的资源和影
响力，尽力给中国球鞋文化带来一些
有用的东西。

Drug Island：崇明第一家买手店
本报讯 粉色花瓣，中心呈紫红色

斑点状，如同少女脸上涂上了浓厚的
胭脂，这样的百合花你见过吗？

不久后，在花博园区的新优品种
展示园中，市民就能见到这款极具特
色的新品百合花。不仅好看，这款百
合花还有个好听的名字——蜜苏卡，
这是翻译自它的英文名 sweet sugar。
蜜苏卡为荷兰进口花种，是近几年刚
刚培育出的新品种，与常见的百合花
不同的是，蜜苏卡为复色花瓣，即一片
花瓣上有两种颜色，样式更富变化。

蜜苏卡仅是新优品种展示园中的
冰山一角。据悉，位于花博会北园的
新优品种展示园占地 1600 平方米，是
历届以来第一次亮相花博会。顾名思
义，新优品种展示园主打“新奇特”，将
集中展示来自多个国家的 500 多种新
品花卉品种。以百合花为例，除了蜜
苏卡之外，还有蜜山谷（sweet valley）、
蜜尼卡（sweet zanica）等多种“甜蜜”
系列新品。

不光是品种的展示，展示园还将
内部划分成 7 个区域，以花园造景的
形式进行串联，种植不同色调、类型的
花卉，将花儿融入生活场景中，让观赏
者可以沉浸式体验园艺生活。目前，
展示园正在加紧建设，参展花卉也在
有序准备和生产中，只待花博会开幕
之时绽放。

出生在市区的Drug

□ 记者 盛赛丹

为崇明而生的新品牌

“Drug”是一种文化

▲ 创始人阿力在展示球鞋（周天舒 摄）

500多种新品花卉
即将入驻花博北园
□ 记者 姚红梅

本报讯 为保护本区内陆水域渔
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严格落实内
陆水域禁渔期制度，从 2021 年 2 月 16
日 12 时起，本区内陆水域实施禁渔，
并持续至 5 月 16 日 12 时为止。禁渔
期内，各类开放性、自然性渔业水域，
包括各类湖泊及河流、河道，除垂钓外
禁止一切捕捞行为。

期间，区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将
在内陆河道内开展巡航检查，并增加
日常巡查和夜间突击执法检查频次。
通过“清江”等专项执法行动，运用流
动巡查、蹲点伏击等手段，加大打击力
度。对在禁渔期内查获的电捕鱼非法
捕捞案件，积极开展司法移交，追究当
事人刑事责任，用于非法电捕鱼作业
等非法捕捞的涉渔“三无”船舶一律扣
押、没收，以震慑内陆水域禁渔期内的
各类非法捕捞行为。

2月16日起本区内
陆水域进入禁渔期
□ 记者 徐晨

本报讯 春节期间，陈家镇瀛东
手作坊制作的牛年生肖玩偶吸引了
不少游客的目光。

“我们推出了两款牛年玩偶，为
游客们送上新春祝福。”负责人顾琴
告诉记者，经过数次打样修改，最终
确定了“冲天牛”和“福牛香包”两款
土布产品，寓意“牛气冲天”和“牛运
亨通”。

据了解，“冲天牛”选用五彩土
布，从剪裁、缝制、填充、绣牛眼睛到
最后缝上牛角，需要花 3-5 个小时
完成。“福牛香包”选用崇明最传统
的“芦菲花布”，小巧精致、方便携
带。“游客们最喜欢购买头部用红色
土布缝制的冲天牛，讨一个鸿运当
头的好彩头。”顾琴说。

土布“牛年玩偶”受青睐
□ 记者 朱怡婷 摄影 方天扬

（上接 1版）奋力向梦想奔跑要
“先”。早在 21 世纪初，上海就提出了
崇明生态岛建设理念；2016 年，上海
决定“举全市之力”推进“崇明世界级
生态岛建设”。20 年筚路蓝缕，崇明
已 是“ 上 海 最 绿 ”—— 森 林 覆 盖 率
30%，东滩湿地成为鸟类天堂，水环境
治理成效显著，农产品品牌享誉四海，
生态发展成果越加惠民……崇明生态
文明建设的步伐走得先、行得稳，被联
合国环境署编入教材，向全世界推
介。踏上新征程，我们要继续发扬“敢
为人先”的精神，践行“生态优先”的理
念，落实“奋勇争先”的举措，奋勇攻坚
克难，全面打造美丽生态新高地、绿色
发展新示范、幸福宜居新样板。

奋力向梦想奔跑要“敢”。聚沙成
岛乃大自然神工，向沧海要桑田则是
崇明人的勇气与魄力。没有垦拓就没
有今天的崇明，没有奋斗就没有今天
的幸福家园；“敢想”是破题的前提，

“敢做”是实现目标的必须。先辈敢于
做梦、勇于奋斗的精神血脉传承至
今。举办花博会，便是新时代崇明人
的梦想，是人民群众对更美好生活的
孜孜追求，更是崇明 20 年生态建设成
果的集中展示。梦想的种子已经播
下，开花结果须精心浇灌。敢想敢做
的崇明人，要通过花博会的举办、重大
生态项目的建设运营，推动世界级生
态岛全面发展，造福更多人，奋力创造

“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的 崇 明
范例。

奋力向梦想奔跑

（上接1版）缪京强调，举办第十
届中国花卉博览会是崇明今年的头等
大事，意义重大，任务艰巨，要牢固树
立“一盘棋”思想，区花博会筹备组和
区各相关部门要分工协作，相互补位，
取长补短，协调联动，形成合力。要提
前研究“后花博”时代发展问题，在场
馆利用、旅游、花卉产业发展、花卉种
源保护等方面及早谋划、系统考虑，持
续放大花博会的溢出效应，真正打造
一届永不落幕的花博会。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洪耀、区
政协副主席袁刚参加调研座谈。

紧盯时间节点
奋力冲刺攻坚

春节是万家团圆的日子，而区公
安分局交警支队的交警们，为确保辖
区内道路安全畅通，放弃休假，坚守岗
位。事故审理大队副大队长杜海斌就
是其中之一。

“对大多数人而言，春节家人欢聚
一堂，走亲访友。但对交警来说，比平
时要更忙碌。”杜海斌告诉记者，今年
春节他有三天班，分别是年初一、年初
二和年初六。每天的工作时间从早上
7 点半到晚上 10 点左右，主要工作是
快速处理交通事故。自 2009 年从警
以来，他几乎每个假期都是这么度过，
自己和家人早已习惯。

2 月 17 日早晨 6 点半，杜海斌驾
车前往长兴岛服务区（往上海方向）执

勤点。
7点 20分许，杜海斌来到执勤点，

迅速进入工作状态。他边拿出通话
器、手机、事故责任认定书等工作物
品，边打趣说：“今天，这辆车就是我处
理事故的办公室，也是我吃饭的餐
厅。”

“警察同志，我的车头被前车的车
尾撞了，能帮忙看一下吗？”中午 12 点
刚过，就有市民前来向杜海斌求助。

“后车没有动，前车全责。你们车
子的保险是上海的还是外地的？车子
准备放哪里修？”勘查现场、认定责任、
进行询问、帮助车主通过手机 App 进
行“快处易赔”，从接警到结案，整个过
程仅用了 10分钟。

“今年春节，在执勤点处理的大多
都是这类车辆轻微剐蹭、碰撞的小型

交通事故，基本责任认定也比较简
单。”杜海斌告诉记者，他也遇到过狡
猾的肇事司机。

杜海斌曾处理过一起三车追尾
的事故，由于第三辆车没及时刹车，
追尾前车，导致三车连环相撞。但当
他询问情况时，第三辆车的司机一口
咬定是第二辆车的司机先撞了第一
辆车之后他才撞了第二辆车。当时
该路段没有监控，第二辆车也没装行
车记录仪，让杜海斌一时无法判断事
故责任。勘查现场的杜海斌忽然灵
机一动，通过询问第一辆车的司机，
事故发生时有几次碰撞感，认定了事
故责任。

“只要够细心，基本都能准确判
断。车主如果能装行车记录仪，在发
生事故时，就更利于责任认定了。”

“今年春节最让我高兴的是，来找
我处理交通事故的市民比往年少了。”
据杜海斌介绍，这是因为多年来通过
崇明警方的宣传，市民交通安全出行
意识大幅提升，错峰出行理念逐步形
成。从年初三开始，市民陆续返回市
区，春节期间 G40 崇明至上海路段车
流量减少，发生的事故也有所减少。

采访中，杜海斌还说了件趣事。2
月 6 日，一位市民因看了一篇关于杜
警官“用匠心换民心”的报道，特意来
看望正在执勤的杜海斌，表达了一位
崇明百姓对交警的感激之情。

“工作能得到群众的认可，让我有
了满满的荣誉感。”杜海斌表示，作为
一名交警，忙碌是常态也是责任，能确
保群众安全畅通有序出行，就是节日
坚守最大的意义所在。

杜海斌：我的春节在岗位上度过
□ 记者 沈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