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花果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唐
代传入我国后，以新疆种植为最多，
是地道的“西域来客”。东海之滨的
崇明，原本与这种神奇水果并无
缘分。

2005年，张淑梅与丈夫王永成
搭上渡轮，驶往横沙。这对来沪务
工已满 6 年的东北夫妇心间，满怀
着这样一种决心——他们要在上海
拥有一片无花果园。

寒来暑往十八载，张淑梅依然
操劳在无花果林间。岁月夺去了她
的爱人，也在她的脸庞上新添了皱
纹，却从未改变她的勤奋、坚强与达
观。在她的表率和启示下，无花果
种植正在崇明全区铺展开来，越来
越多农人，正因这种奇妙水果走上
致富之路。

1999年，张淑梅与王永成告别
家乡吉林通化的苹果园，来到上海
宝山打拼。陌生的城市里，再多的
苦与累，只要有彼此相伴，便也不觉
辛酸。然而，与土地暌违日久，这对
朴实的东北夫妇心中，有种别样的

“乡愁”开始滋长——“还是想整片
儿果园。”不知是谁先发出的感慨，
逐渐成为俩人的共同心声。

闲暇时，王永成喜欢四处逛
逛。某天，他途经一处无花果园，见
其虽规模不大，但叶茂果繁，生气勃
勃。王永成心下喜欢，便与工作人
员攀谈起来。听闻无花果生命力极
强、易于打理，上海本地需求大、种
植少，再亲尝上几颗果实，一个设
想，便水到渠成般在他心头浮现。

2005年，夫妇二人怀揣5000元
积蓄，来到横沙乡民东村，盘下 20
亩地，栽下了当初王永成路遇果园
里修剪下来的 2000 根旁枝。这里
地处江海交界，土地盐碱度高，却不
妨碍无花果生长；交通稍显麻烦，但
也因此地价低廉，算得上理想选
址。然而，和他们打交道的村民里，
几乎没有人看好果园的前景。实际
上，岛上前些年刚有农户试种无花
果，据说销路颇成问题，最终也未成
气候。

张淑梅心里其实也在打鼓：“咱
只在山洼洼里种过苹果，也不懂无
花果的技术，能成吗？”“只要用心，

咱们肯定成！”丈夫语气坚定。就这
样，怀揣着梦想初步实现的甜蜜、对未
来的憧憬和小小不安，张淑梅和王永
成在横沙岛扎下根来。

“一开始肯定没经验，也没个人让
我们去学去问。是挺不容易的。”回想
起创业之初的种种，张淑梅感慨道，

“好在我老公是个肯钻研的人，靠着自
己看书学习、下地实践，总算摸到了种
植的门路。”那些日子里，两人白天在
田头忙个不停，晚上对着农技书本使
劲钻研，隔三差五还要赶赴市区的集
贸市场探听情况、考察销路，为将来卖
果子想辙儿。

功夫不负有心人，果树下地第二
年，就有了可观的收成，亩产达到三四
千斤。丰收在盛夏时节到来，张淑梅
和王永成每天天不亮就要下地采摘；
岛上卡车稀缺，夫妻俩便蹬上小三轮，
头顶烈日，满载一车甜蜜，往返于果园
和码头之间；为了打开销路，曹阳和北
蔡两处市场内，更是回响着他们的吆
喝。靠着过硬的品质、公道的价格，以
及地产无花果本身的稀缺性，小果园
的产出很快脱销。听得这是横沙无花
果，众人啧啧称奇之余，也有中间商主
动递出橄榄枝，以优厚条件进行收购。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8年冬
天，眼看果树逐渐丰产、销路基本稳
定，一切迈入正轨，王永成却在老家通
化不幸身故。噩耗传来，张淑梅如坠
冰窟，费尽千辛万苦，一家人的梦想眼

看就要实现，往后的路可怎么走？儿
子怕母亲扛不住，劝她别再操持果园
了，但张淑梅只是稍作思量，便下定了
决心，“这果园是你父亲一辈子的心
血，我得扛下去。”

多数人对辛苦的劳作避之唯恐不
及，张淑梅却以之为良药。一个人的
日子无疑更加辛苦——小果园除了采
摘农忙时，惯常不雇工人，里头外头，
便全靠张淑梅自己打理。每天早上四
五点起床，天不黑她便不收工；无花果
树最大的天敌“桑天牛”，不能打药，只
能靠人工抓，为此，张淑梅每天都要在
果园里转上好几圈。自2011年起，弟
弟张树良也来到横沙，姐弟二人有着
一样吃苦耐劳的品质，此后又合力包
下 20 亩地，把果园产出提升了一倍
以上。

随着果园生意越发红火，批发商
也时常进岛收购，他们带走优质的无
花果，又带来更旺盛的需求。渐渐
地，更多本地农户开始加入无花果种
植的行列。“每当他们问我种植问题，
我都用心解答帮忙。”作为横沙无花
果种植的先行者，张淑梅没有派头、
从不藏私，对人对事，始终如丈夫所
践行的那般“用心”。

今夏，仅比横沙果园略晚几天，弟
弟张树良在建设镇虹桥村的无花果园
收获了。80亩的规模，更先进的种植
技术、更丰富的产品、更高的产量、更
好的地段，意味着更光明的前景。而

仅横沙一乡，今年无花果种植总面
积已超过 450 亩，在整个东部沿海
都有了一定名气，连远在山东的果
商都前来进货。张淑梅当年栽下的
那棵树，正让更多崇明人走上致富
之路。

而张淑梅依然守候在果林尽头
的小屋里。小屋低矮且普通，正对
一方池塘，屋里除了简单的生活用
品，便只有各式各样的农具与无花
果包装盒。这里离反帝圩不远，闸
外便是长江的尽头、大海的起始。
十多年来，张淑梅便在这里，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人们只是偶尔拜访，
她也并不落寞；她不看电视、不追求
娱乐，劳动本身，仿佛已成为她生活
的寄托。

从盛夏到深秋，无花果沿着树
枝，从低到高次第成熟。对于无花
果，两只珍珠鸡很喜欢——几十亩
林子打扫出来的残次果，可算叫这
两位“嗦了”着了，它们幸福指数拉
满，便每日钻草窠下蛋；大黄却多
少有些不乐意——它是匹黄毛的
田园犬，只盼嘴角多点荤腥，但事
与愿违，时常只能对着饭盆里的无
花果干瞪眼。其他多余的果子、叶
子，则进了小屋外这半亩清塘，将
一池杂鱼养肥不说，还招来了白鹭
等水鸟，让这方小天地显得分外恬
静美好。

自然的润泽将心灵的创痕渐渐
抚平。“我还是很想他。”谈起亡夫
时，张淑梅的眼中依旧闪出光芒，

“一开始那几年是辛苦，但和他一
起，心里头快活、踏实。”

“要说辛苦，其实哪时候都一
样。”面对生活，张淑梅始终是不屈
的强者，“只要好好干，就能把日子
过好。”

靠着这几十亩无花果林里洒下
的汗水，张淑梅为一大家人谋得了
更好的生活，“能让更多人吃上无花
果，也为自家人带来更好的条件，我
还是挺骄傲的。”

她坚信土地的力量，“儿子如今
也在上海城里打拼，每当他迷茫时，
我也劝他来做农业，土地永远不会
辜负你。”

一座小屋，一汪池塘，一条老
狗，一片果园。日子依旧稀松平常、
繁重的农活也一如既往。那些年里
张淑梅和丈夫一起种下的无花果
树，如今依旧枝繁叶茂，将一身草药
般的芳香摇落风中、播撒人间。

□ 记者 朱远哲 摄影报道

坚守十八载，她种出致富树

梦想扎根在横沙

▲ 张淑梅小心整理成熟的无花果

一路磨折，从未言弃

生活依然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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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堡镇一位老人落
水，退役军人、老党员苏迎春奋不顾身
下水救人，及时将老人救上岸并送医，
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9 月 17 日，苏迎春与往常一样在
木材行忙于工作时，看到一位老奶奶
在河边行走，神情呆滞。忽然，老人毫
无征兆地翻过河边铁链，随即跌入河
中。见此情景，苏迎春来不及多想，健
步如飞冲上前准备救人。

来不及脱衣服，苏迎春迅速一个
猛“扎”，靠近落水老人施救，并将其向
岸边托抱。同时，苏迎春的岳父及时
拨打 120、110 求助。民警火速赶到，
协助苏迎春共同将落水老人救至岸
上，并通过救护车将老人送至医院。
因送医及时，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事后，当被问及救人时的心理，苏
迎春说：“当时没有多想，救人要紧。”
退役不褪色、全心为人民，英雄的壮举
彰显着军人和党员的本色。

纵身一跃拯救生命
见义勇为彰显本色

□ 堡镇

提升职工技能水平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职工群众
的职业技能水平，加强岗位安全与生
态意识，近日，横沙乡开展“喜迎二十
大 促安全生产 建绿色家园”活动。

在岗位规范和科普讲解环节，各
职工群众就环境绿化、垃圾分类、自身
防疫等环节，进行了学习问答和互动
演练，参与人员对岗位工作职责，做到
了应知应会。

同时，为增强国防民防意识，加强
岗位安全管理，进行了紧急救险与消
防安全培训。在消防大队同志的指导
下，对各支安保队员传授了“日常火警
处理”，“紧急逃生与救险方法”，“灭火
器认识与使用”等专项技能与救灾方
法。大家认真观摩学习，逐一使用各
类救险工具，进行了实操演练活动。
此次培训为职工群众在生产过程中，
又加筑了一道防护墙。

后续，为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要要求，
横沙乡将进一步加强职工的日常培
训，强化安全生产意识，为建立学习
型、创造性的职工队伍而持续努力。

本报讯 9月20日零点起，2022年
“爱购上海”电子消费券活动消费者第
二轮报名启动。年满 18 周岁的市民
可以通过“爱购上海”电子消费券发放
三大平台，即微信、支付宝和云闪付报
名，报名截止 9 月 22 日 24 点，而摇号
中签结果则将在9月25日公布。

记者了解到，第二轮上海电子消
费券发放活动共投入5个亿市级财政
资金。电子消费券礼包共包含4张消
费券，分别为1张消费满300元以上抵
100元券、1张消费满100元以上抵50
元券、2 张消费满 50 元抵 25 元券，共
价值200元。

第二轮消费券将于 2022 年 9 月
26日零点起可以使用，使用截止日期
为10月15日。中间将度过国庆小长
假，正是不少市民出门“买买买”的时
间。“因为想着国庆要给父母买一些东
西，所以我早早地就报名了，希望能够
中签。”准点蹲守的市民陈女士告诉记
者。另一方面，崇明万达广场相关负
责人也透露，新一轮的消费券仍旧可
以在万达部分店铺使用，同时，万达广
场届时还将推出其他叠加活动，优惠
力度再一步加大。

预约第二轮消费券
享受更多叠加优惠

□ 记者 姚红梅

举办业余网球比赛
推动体育文化发展

本报讯 日前，2022年“兴业银行
杯”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崇明区网球比
赛在崇明向明体育中心火热开展，网
球爱好者济济一堂，各展身手。

此次比赛面向崇明十八个乡镇开
放报名，共计 47 名选手参赛，年龄跨
度从13岁到65岁，为全区网球爱好者
提供了一个交流展示的平台。

比赛为期两天，分为单打和双打，
由抽签决定对战双方，胜者晋级下一
轮，直至决出冠军。记者在现场看到，
参赛的青少年选手不在少数，并且大
多经过俱乐部的专业训练，因此实力
不容小觑。

“网球是一个很好的载体，我们想
以此推动崇明体育运动和文化水平的
提升。”崇明区网球协会会长施圣说。

此外，现场还设立网球体验专区，
通过一些小游戏，让孩子们认识网球
运动，传播运动快乐。

□ 记者 黄汝钰

□ 记者 顾益琴

国庆假期将至国庆假期将至 倡导本地过节倡导本地过节
本报讯 9 月 18 日举行的市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卫生健
康委一级巡视员吴乾渝提示，近期
国内多地出现本土疫情，后续还将
迎来“国庆”长假，人员流动频繁，我
市“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持续
增大。针对来沪返沪人员，尤其是
国庆长假来沪返沪人员，建议：

一是倡导国庆假期在本地过
节，尽量减少跨省市出行。

二是乘坐飞机、火车、长途客运
汽车等交通工具时，严格遵守国家

有关防疫要求，需持有48小时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旅途中，要做好
个人防护、手部消毒等。

三是对国内涉疫区域的来沪返

沪人员，应在抵沪后尽快且不得超
过12小时向所在居村委和单位（或
所住宾馆）报告。我市对国内涉疫
区域的来沪返沪人员落实相应的健
康管理。如对 7 日内有疫情高风险
区旅居史的来沪返沪人员，抵沪后
实施 7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 7 日
内有疫情中风险区旅居史的来沪返
沪人员，抵沪后实施 7 天居家隔离医
学观察（如不具备居家隔离医学观

察条件，采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对 7 日内有低风险区旅居史的来沪
返沪人员，抵沪后 3 天内完成 2 次核
酸检测，做好健康监测。

四是在沪期间，继续做好自我
健康监测，后续如出现发热、干咳等
可疑症状，及时就近前往具有发热
门诊的医疗机构就诊，并主动告知
近期旅行史。

在此，也建议广大市民朋友，非
必要不离沪、非必要不出境，可以在
市内郊区乡村游、城市休闲游。对
于国庆假期离沪的市民朋友，除牢
记上述防疫要求外，建议预先合理
规划出行路线，不前往疫情中高风
险区等国内涉疫区域。

在外游玩时，注意不扎堆、不拥
挤，在人群聚集场所应佩戴口罩。
出行期间做好个人行程记录。外出
就餐时，应注意错峰用餐，建议使用
公筷公勺。

经询市大数据中心，如果市民
在外地期间，在当地至少 7 天内进行
一次核酸检测，并且能在国务院客
户端微信小程序上查询到核酸检测
结果，其“随申码”不会被赋黄码。

需要提醒的是，留沪市民如 7 天
内无核酸检测记录，其“随申码”将
会被赋黄码。完成核酸采样后，其

“随申码”将在24小时内转码。
发布会上，市大数据中心副主

任刘迎风介绍：自“来沪返沪人员服
务”小程序上线以来，不少市民在来
沪返沪前积极地进行了填报，截至 9
月 17 日收到 17.4 万余人的信息填
报。市大数据中心及时把填报的数
据推给了各区进行核查，对排查到
的有中高风险旅居史的人员，属地
均第一时间进行了处置，有效防范
了风险。

市大数据中心也注意到还是有
部分人在来沪返沪前没有进行填
报，可能是还不了解相关规定或者
遗忘了。当前，上海面临“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的双重压力，请广大
市民继续支持这项工作，来沪返沪
请详细、准确地填报相关信息，以便
更好地支持上海的疫情防控工作。
如果因漏报、瞒报、谎报，造成了疫
情传播，有关人员将要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 上海发布□ 横沙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