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贾佳

本报讯 一夜春风伴雨来，千
树万树梨花开。眼下，随着气温渐
升，在松江仓桥水晶梨基地设施大
棚内梨花也渐次开放，初步预计，
1000余亩露地栽培梨花也将于3月
底盛开，届时，游客将可领略满目
梨花胜似雪的春色美景。以“千
年美仓桥，一品水晶梨”为主题
的第七届上海仓桥水晶梨梨花节
于3月12日开启，活动持续至4月
中旬。

仓桥水晶梨基地位于松江区
富永路2000号，活动期间每日8时

至 16 时，市民可免费入园，观千
亩梨花，赏田园美景。据悉，本
届梨花节主题活动有面向市民、
游客的梨树现场认养，梨文化博
物馆参观，梨宣传片观赏 （放映
时间上午 9:30-10:30 下午 1:30-3:
30），儿童嘉年华体验，以及面向
企业代表的梨园商贸洽谈等。此
外，梨园还提供农家乐、毛竹港
垂钓等休闲项目。

仓桥水晶梨基地是国家地理
标 志 保 护 产 品 示 范 区 ，“ 仓 桥
牌” 水晶梨是上海市名牌产品，
上海市著名商标，为中国绿色食
品 A 级 产 品 。 据 了 解 ， 仅 2017

年，“仓桥水晶梨”成果颇丰。去
年 6 月，仓桥水晶梨出境水果果园
通过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审批，
成为松江区首家被准予出境的果
品基地；7月，荣获上海市优质梨评
比银奖；8月，仓桥水晶梨参与出境
香港食品博览会展出，得到香港市
民一致好评。相继又荣获中国绿
色食品（内蒙古）博览会金奖。

科学、标准化的管理方法使基
地生产的早生新水、翠冠、圆黄梨
三个主栽品种外形美观、皮薄肉
嫩、味道甘甜多汁，构成了其独有
的特色“脆、甜、鲜、靓”，备受消费
者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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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繁花似雪林间春色

上海仓桥水晶梨梨花节启幕

□记者 忻才康

本报讯 以“吉犬迎春·祥龙圆
梦”为主题的第七届崇明区二月二
龙抬头文化旅游节将于 3 月 18 日
至 25 日在崇明江南三民文化村举
行。

本届龙抬头将舞动百人长龙，
祈福国泰民安。汇集文艺演出、非
遗展演，以及推出民俗文化展示、
民间游戏体验、品美食等十余项活
动。非遗展示展演是历届二月二
龙抬头节的重头戏，舞龙、画龙、写
龙，茶艺、民间工艺……将是一场
领略传统文化的精髓，品尝精彩荟
萃的民俗盛宴。

崇明成岛于唐武德元年（公元

618年），迄今成陆1400年。崇明建
制于唐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崇为
高、明为海阔天空。是长江中华龙首
上一颗熠熠生辉的龙珠。在这片
神奇的土地上，崇明人以其勤劳勇
敢、大胆开创的农耕垦拓精神和龙
珠形象完美诠释了中华龙的文化。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中国
五千年伟大历史的象征，孕育出中
华灿烂的文化。中华龙蕴含的合
力精神、奋发精神、开创精神激励
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龙的传人。
上海是长江中华龙的龙头，是中国
经济的龙头城市，早在良渚文化时
期就有了龙文化的印迹，四千多年
前的陶器龙凤图案，更显古老上海
人杰地灵，海纳百川。崇明是长江

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一颗明
珠，世界级生态岛的建设将以龙珠
的形象和精神彰显出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自信和繁荣的魅力。

崇明区二月二龙抬头文化旅
游节迄今已成功举办六届，取得了
良好的成效，聚集了大量的人气，
形成了一系列特色品牌节目，已初
步成为具有崇明地标文化特色的
品牌节庆活动之一。第七届崇明
区“二月二龙抬头”文化旅游节将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按照崇
明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总体要求，
以满足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美
好向往为目标，突出“吉犬迎春·祥
龙圆梦”主题，助力崇明文化旅游
业的发展。

□通讯员 施玲 记者 欧阳蕾昵

本报讯 3月8日，第四届中国·
上海崇明樱花节开幕。本次樱花
节以“大家仙境·十里樱花”为主
题，活动将持续至 4 月 30 日。位于
中兴镇的崇明樱花园，崇明山樱花
睁开了惺忪的双眼，争相绽放了樱
花花苞。据了解，崇明山樱花源自
合称樱花四大观赏种的“福建山樱
花”、“垂枝早樱”、“高盆樱”和“东
京樱花”，相比日本樱花，花色更艳
丽，花期更长久，栽培更容易，抗逆
性更强。目前，崇明樱花园山樱花
种植面积约 300 亩，樱花数量高达
四万株，是上海最具规模的樱花园
之一。

正 所 谓“ 三 月 看 花 ，六 月 看
雨”，往年3月中下旬各地的樱花才
陆陆续续盛开，那些赏樱胜地总是
让人流连忘返。今年，3 月初那几

日的暖暖春意让崇明山樱花闻到
了春天的气息，纷纷争相开放。樱
花园投资方上海瑾恩公司董事长
童夏标表示，十分感谢崇明区政
府、中兴镇政府的大力支持，未来，
瑾恩公司将继续把文化旅游产业

作为重点投资方向，推进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据悉，为将樱花节打造
成具有崇明特色的赏花节日，樱花
节期间，还将植入摄影、祈福、交
友、植树、培训、骑行、重回汉唐等
主题活动。

300亩崇明山樱花盛装开放

吉犬迎春 祥龙圆梦

第七届崇明二月二龙抬头文化旅游节将开幕

□通讯员 石路

本报讯 2月下旬，崇明东平镇
境内北沿公路两侧的梅花历经严
寒而绚丽绽放，一条引人瞩目的梅
景廊道为当地的生态环境增添色
彩。日前，该镇文广站组织 130 多
名居民代表进行生态廊道游，一饱
梅花盛景眼福，分享春临大地喜
悦。

为顺应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
展，该镇近两年加大力度建设形成
有特色的生态廊道。在境内主要
道路及其周边区域种植梅花，目前
共种植面积 826.4 亩，近 10 个品
种，数量约1.8万株。在游览中，居
民代表先后参观了镇内“清潭梅
影”“梅林香径”“梅香报春”3 个不
同区域的景观。望着那一棵棵梅
树上玫红的、白色的花朵寒风中迎

春盛开、突显迷人景致，大家边听
讲解、边拿出手机或相机进行拍照
留影。一居民代表说：“前几天，我
们也邀友相伴赏景，今天大家一起
组织而来尤为高兴；特别是听了详
细介绍，觉得更有味道。”

有关工作人员还将观赏景点
与“雨水花园”之间的关系，以及

“雨水花园”通过过滤、沉淀、曝气、
植物修复和微生物修复等方式净
化水质的原理，细致地向居民代表
作了说明。前不久，该镇生态廊道
的“升级版”——崇明首个“雨水花
园”在东平镇建成并向市民开放，
赢得镇内外不少关注。据了解，此
次组织社区居民代表生态廊道游，
是该镇近期“梅花文化节”参观游
览、科普推介、文艺表演等系列节
目活动之一。

崇明东平镇组织居民生态廊道游

赏梅林景色 享生态成果

□记者 陈宗健

本报讯 鸟类是生态环境的指
示物种，同时也是城市中很易被发
现的一种生物。为了促进市民对
野生动物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
从 2006 年起，上海每年都要推出
与爱鸟密切相关的市民观鸟大赛，
今年则是第三十届。

据悉，本次观鸟比赛也是上海
市第 37 届“爱鸟周”系列宣传活动
之一。按照比赛规则，参赛者需在
规定时间内，用望远镜观察比赛地

点内的野生鸟类，即通过观察来判
断并记录鸟种，而记录鸟种多且正
确的队伍则为胜方。

活动将于4月21日（遇大雨则
顺延一天或一周）在上海植物园举
办，从即日起至-3 月 31 日接受报
名。各企事业单位、社区、社团
组织、大中学校均可组队参赛，
个人爱好者则可向组织方单独报
名，经协调后组队，有兴趣的市
民可登陆“上海野鸟会”（http://
www.shwbs.org/swb/） 论 坛 进 行
咨询报名。

2018年上海市民
观鸟大赛开始报名

□通讯员 周倩云

本报讯 公交车厢内可以连接
无线网络，享受免费上网。近日，
从崇明巴士获悉，公司所有公交车
辆有望实现 WIFI 网络全覆盖，让
市民享受互联网+智慧公交带来
的红利。

现如今，无线网络已经与市民
紧密相连。为了让市民在公交车
厢、站点内更舒心、更便捷的通过
手机、电脑等进行网上购物、听音

乐、发邮件、聊天，崇明巴士公司计
划在区交通委、区科委的组织协调
下，由通信公司具体落实，对所属
的 500 多辆公交车安装无线设备，
方便市民在乘车过程中实时连接
网络。

首批车辆预计在今年 8 月进
行试用安装。此外，在公交主要站
点如南门汽车站、南门水陆换乘中
心、陈家镇公交枢纽站、长兴岛公
交枢纽站、横沙汽车站等地，也将
陆续实现区域网络覆盖。

崇明公交有望
实现WIFI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