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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尔球大使杯友谊赛举行高智尔球大使杯友谊赛举行

本报讯 2022 年高智尔球大使
杯友谊赛 11 月 20 日上午在陈家镇
举行。来自社区、学校的裕安小学
队、老年大学队等 8 支代表队参加
比赛。

进场、行礼、布阵、进攻、解救、
围捕……球场上，50 多名队员按照
分组开展竞技，大家根据队长的指
挥精心布局、果断出击，“战况”非常
激烈，博得阵阵欢呼，大家的脸上都
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经过分组赛、
淘汰赛和决赛的 3 个多小时激烈角
逐，最终，虎虎生威队以默契的团队
配合和精湛的个人技艺，成功拔得
头筹、赢得桂冠。

高智尔球是一项注重智谋、动
静结合的对抗性球类运动。它不需
要专门的球场，安全性高，男女老幼
皆宜，被称为“草地上的斯诺克”。
赛场上，依靠队员之间的团队合作
和个人技术运用，双方斗智斗勇，排
兵布阵，竞技过程既紧张激烈，又妙
趣横生。

本届高智尔球大使杯由崇明区
体育局主办，陈家镇人民政府协办，

外交部南南合作促进会上海办事处指
导，幸若高智尔体育发展中心承办，为
崇明乃至上海广大高智尔球爱好者提
供了一个互相交流、增进友谊的平台。

“生态+体育”是崇明新一轮发展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家镇作为特
色体育小镇，这里有丰富的人文旅游

资源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也是国家
体育训练基地和上海体育产业园区
所在地。高智尔体育在崇明区的融
合创新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市民群
众的体育运动生活，促进了全民健
身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乡村振兴注
入新的活力。

□ 记者 许聪 摄影 施建峰

▲ 参赛队员发球

▲ 茅颖锋查看藏红花长势

一人一台戏一人一台戏
演绎演绎4040年年

晴好天气将暂停晴好天气将暂停
崇明近期多降水崇明近期多降水
□ 记者 石思嫣

本报讯 11 月 18 日下午，2022 年
竖新镇“传承黄杨文化底蕴，竞显竖新
魅力风采”弘扬工匠精神提高劳动技能
暨第五届造型黄杨文化节在竖新镇春
风村举行。

本次比赛采用“提前报名、赛前抽
签、现场评定”的模式。比赛中，选手们
个个信心满满，修剪、缠枝、定型……动
作一气呵成。经过 90 分钟的打造，一
棵棵形态各异、富有层次感的造型黄杨
展现在众人眼前。最终，比赛角逐出了
一、二、三等奖共12名。

近年来，竖新镇春风村以黄杨产
业为依托，进一步放大“后花博”时代溢
出效应，实现美丽乡村“村美、民富、人
和”的目标。竖新镇借此次比赛为契
机，为造型黄杨爱好者们提供切磋技
艺、交流经验、分享心得的平台，进一步
推动黄杨技艺和工匠精神的传承，从而
高品质提升竖新镇黄杨产业，助力乡村
振兴，让“魅力竖新”都市农旅小镇在花
木产业的加持下绽放新光彩。

□ 记者 石思嫣 摄影 张志豪

□ 记者 石思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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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返乡创业者茅颖锋的决心——

“欢迎朋友们来到茅社长的直播
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崇明岛的特产，
它叫藏红花……”镜头里这个正和粉
丝互动的中年男子名叫茅颖锋。他在
自家合作社的小屋里搭起“直播间”，
凭着真诚的推荐，专业的讲解，吸引不
少网友在线观看。

5 年前，刚刚迈入不惑之年的茅
颖锋因一次机缘巧合，了解到崇明有
很多人在种植藏红花。“藏红花具有活
血化瘀、解郁安神等药用功效，正契合
现代人的健康理念。”茅颖锋看好藏红
花的种植前景，同时也厌倦了城市里
的快节奏，于是辞去市区的工作回到
家乡创业。

在创业之初，因为是个“门外汉”，
茅颖锋虚心请教身边亲戚和朋友，遇
到同行不愿意教授经验，他就自己琢
磨，一边查阅资料，一边去田里学习，
逐渐摸索出一套较成熟的种植和管理
模式。

最近是藏红花的盛花期，茅颖锋
每天都会查看藏红花的长势情况。“一
般来说，藏红花最适宜的环境要保持
在 15-20℃温度和 80%左右湿度，温
度偏低，我要拉开窗帘让阳光照射花
朵，温度偏高，我就往地面浇水降温。”

在他的细心培育下，今年藏红花迎来
大丰收。

为保证藏红花的品质，采摘下来
的花朵不能过夜，必须当天取下花丝、
当天烘干，否则会影响品质。茅颖锋
介绍，“干燥的温度要求十分苛刻。如
果温度过高，花丝容易卷曲，营养成分
会大打折扣。”通过反复尝试数百次，
茅颖锋终于选定干燥工艺并获得最优

工艺参数。
创办合作社后，茅颖锋深知要在

市场上胜出，不仅要下苦功、懂技术，
更要会创新。销售出身的茅颖锋在线
下推广期间发现，很多消费者不会鉴
别品质，只知道比价格。于是，他尝试
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从科普角度出
发，教大家如何分辨藏红花的品质。

“第一个是闻它的气味是否有浓郁特

殊的花香；第二个是看它的花丝是不
是粗壮饱满；第三个是花丝泡水后，水
是否呈黄色。”茅颖锋根据经验得出，
品质上乘的藏红花必须具备这些标
准。

为了在直播中吸引更多流量，茅
颖锋也尝试了很多方式。“很多人不清
楚藏红花是怎么种出来的，我就直播
整个生长过程给大家看。”茅颖锋说，
冬天藏红花种在田地里，他就挖种子
给大家看，藏红花盛放期，他就到室内
给大家看开花过程。创业之初，家人
也非常支持茅颖锋，甚至在雨天直播
时帮他撑伞。

渐渐地，茅颖锋的真诚打动了粉
丝，并逐渐积攒了一定人气，引得很多
粉丝纷纷购买。生意越做越好的同
时，茅颖锋也逐渐带动了周边的老百
姓一起致富。村民宋师傅就是受益者
之一。宋师傅高兴地告诉记者，前两
年，在茅颖锋的帮助下，自己掌握烘干
方法，花丝比以往直了，卖相也变好，
而且借助他的网上销售后，销路打开
了，收益也变多了。

目前，茅颖锋共种植了 10 多亩
藏红花。未来，他计划不断扩大种植
规模，延伸产业链条，让更多人了解
到崇明藏红花，让藏红花的香气飘向
全国。

□ 记者 苏悦洋

□ 区文明办

竖新镇举行第五届
造型黄杨文化节

□ 通讯员 陈卫国

本报讯 家住新河镇三烈村的郁
瀛洲出生于 1951年 6月。她是一位热
心肠、热爱公益的普通志愿者，曾荣获
2018-2019 年度上海市优秀志愿者和
2017 年上海“蝴蝶杯”职业女性缝纫
创意优秀奖。

郁瀛洲作为三烈村的一名志愿
者，她积极响应号召，贡献自己的绵薄
之力。郁瀛洲身为三烈村睦邻点及姐
妹微家负责人，她把附近的党员和姐
妹集合在她家，指导她们跳广场舞、练
通络操，带领她们手工制作香囊、毛
衣、抱枕、拖鞋、手套、书签等送给敬老
院老人及村里的高龄、留守、困难老
人、留守儿童等。她从不叫苦叫难，而
且乐在其中，真正做到不计报酬、任劳
任怨地支持家乡建设。

让崇明藏红花香飘全国

银杏渐染满目金银杏渐染满目金
又到最美赏叶时又到最美赏叶时

本报讯 深秋时节，除了四处可见
的红色枫叶，银杏树也到了观赏季。

近日，记者在新城公园看到，一棵
棵银杏树叶已泛起金黄，阳光洒在叶
片上，犹如黄金闪亮，美不胜收。银杏
作为落叶乔木，一般在秋天气温降低
后，树叶会因叶绿素减少而变黄。“黄
金叶”挂满枝头，在暖阳的照耀下灿若
云锦。驻足细看，每片扇形的树叶都
被阳光镶上了一圈金边，在微风的吹
拂下，轻轻舞动，沙沙作响，偶有几片
飘落，似彩蝶飞舞。

除了新城公园外，城区的瀛洲公
园、崇明学宫门前、城内鼓浪屿路道路
两侧等处都是金秋赏叶的好去处。随
着秋去冬来，这份金黄色的绚烂也很
快就会落尽，市民可别错过了这一季
的明媚。

本报讯“一根小扁担，一端挑着
小舞台，一端挑着高脚凳，走村串户，
行走在绿色乡间。”这就是著名的崇明
扁担戏，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崇明扁担戏属于布袋木偶戏，其
独特之处在于，所有唱念做打和乐器
表演均由一人完成。朱雪山是这项非
遗文化的传承人，自 27 岁接过祖辈衣
钵，至今已经演了 40余年。

近日，上海戏剧学院近 60 名师生
来到中兴镇胜利村，与朱雪山开展非
遗交流活动，同时还邀请了汲浜幼儿
园的 10 名小朋友，一起来了解崇明扁
担戏的发展与乡村非遗保护现状。

待师生们入席就座，朱雪山挑着
扁担登上舞台，一出经过改编的《唐僧
师徒西天取经偶遇崇明岛》便上演
了。演出时，他钻入布幔中，手撑木
偶，脚踩锣钹，唱、念、做、打、耍，全靠
手脚口并用完成，朱雪山将一台戏演
绎得满场生辉。

在剧情创作方面，朱雪山也进行
了改编创新，他将经典作品与新时代
发展的元素相结合，引入了“垃圾分
类”、“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等话题，赋
予了传统扁担戏新的生命力。台上的
表演引得台下的学生纷纷拍手叫好，
不少人拍照记录下这一精彩瞬间。

除了《西游记》的改编，朱雪山在
崇明区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等部门的帮助下，还创作出《食
品安全》《让那病毒快离开》等新戏，
将新时代元素融入传统曲目。同时，
朱雪山还对扁担戏道具进行了整修，
自己重新手工制作了木偶的脸谱与
服饰。

谈到崇明扁担戏未来的发展，朱
雪山与上戏老师探讨将这里作为学生
实践基地的可能性，赋予崇明非遗更
长的生命周期。他希望在青年一代的
不断坚守中，崇明扁担戏能够不断传
承、发扬下去。

□ 记者 杨祎晨

“谢谢你方警官，以后我一定会吸
取教训，不再轻信网络诈骗套路了。”
在电信网络诈骗资金退赃大会现场，
刑警方浩把 8000 元现金交到被害人
小刘手中，看着刚踏上社会的小刘眼
里噙着感激的泪水，方浩觉得自己付
出的一切都值得。

方浩，现任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
九队队长，从警 16 年的他，一直奋战
在执法办案第一线。

“疫情期间，骗子一天都不闲着，
这次我们要让他们好好‘歇歇’。”今年
6 月，完成疫情防控上海保卫战的方
浩主动报名参加分局电信网络诈骗打
击专班，带队直扑抓捕诈骗犯罪嫌疑
人最前沿。

一次在南方某省抓捕涉诈犯罪嫌

疑人周某时，当地突发疫情，方浩和队
友们被集中隔离。为减少隔离对抓捕
工作的影响，方浩召集追逃组以视频
会形式开展案情分析，交流工作意见，
并不间断与分局指挥中心保持联系，
确保盯紧嫌犯。

44 天里，方浩带领抓捕队员行程
9000 余公里，先后辗转浙江、福建、广
东、广西、安徽等五省 20 余市，根据

“云剑-2022”“断卡”“断流”等专项工
作的研判分析报告，果断成功打掉 5
个“跑分洗钱”犯罪团伙，抓获涉诈嫌
疑人 20 人，查获手机 30 部、银行卡 55
张，涉案流水超千万元，最大限度推进
了“全链条打诈”。

方浩所在的刑侦九队，主要负责
崇明东部地区刑事案件办理。今年 9
月 2日，陈家镇一牧场铺设的 650米铜
芯电缆线被盗，价值 20 余万元。方浩

第一时间带队前往案发地查看。
案发时间不确定、现场位置偏僻、

没有目击证人、缺乏现场视频监控……
经过初步调查，专案组未能找到有价值
的线索，案件办理一度陷入僵局。

“一次找不到，那就找两次，总会
找到线索的。”方浩办案子有一股锲而
不舍的韧劲。正午时分，烈日当头，方
浩带领队员仔细勘察现场每一个角
落，整整 4个小时，汗水浸湿了每一个
人的衣裳。终于，专案组在现场东北
角的窑井盖内发现了犯罪份子遗留的
1 把老虎钳和 2 个饮料瓶，最终，这 3
件物证成为了破案的关键。

“盗案必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辖区的平安、和谐，是我们最大的愿
望。”这位从基层派出所走出的刑警队
长，一直守护着心中最初的梦想，他也
是这支队伍的灵魂。

本报讯 进入小雪节气，崇明依旧
温暖如春，不过，一波降雨已经在路
上。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一
周，短波槽活动频繁，本区以阴雨相
间 天 气 为 主 ，气 温 无 变 化 ，总 体 偏
暖。28 日受冷空气影响，气温有所回
落，最低气温 10℃至 13℃，最高气温
14℃至 17℃。月末还将受一股较强
冷空气影响，降温明显。

降雨会给出行带来影响，气象专
家提醒，大家出门带伞并注意道路交
通安全。

传承黄杨文化底蕴传承黄杨文化底蕴
竞显竖新魅力风采竞显竖新魅力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