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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水产养殖迈入“绿色时代”
水产养殖是我国大农业中发展最快、活力最强、
效益最高的产业之一。近几十年持续不断的水产养
殖产品有效供给，解决了城乡居民吃鱼难问题，丰富
了老百姓的“菜篮子”的同时，也带来了养殖尾水等

污染排放造成的水环境问题，迫切需要贯彻新发展
理念，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水产养殖实践，提升水产
养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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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不回家 棚中摘菜忙
□导读
乡村产业发展
要抓好四个结合
>>>

白切羊肉配浊酒 ，其乐融融话桑麻
白切羊肉配浊酒，
其乐融融话桑麻，
，
让寒冬的烦心事随风去……
□见习记者 赵一苇
“白切羊肉”也是嘉定人一道喜
闻乐见的传统佳肴。嘉定江桥地区
是江南的鱼米之乡，浜边沟渠、村前
宅后、路旁田堤处处草木丰茂，长满
了羊爱吃的“东洋草”和各种饲料。
早在解放前，江桥地区的农民几乎
家家都养湖羊，江桥因而被称为“湖
羊之乡”，江桥及周边地区也逐渐形
成了吃羊肉的饮食习惯。
在众多羊肉中，江桥朱家烹饪
的羊肉口味独特，独领风骚，名响四
方。
“ 江桥白切羊肉”系朱家单传独
制，上百年从未间断，主要精选自 60
至 80 斤的散养纯白毛羊，以祖传秘
方精心熬制，具有皮色白亮、肉嫩、
味鲜、食糯，无油膩味，无羊膻味等
特色。不加任何添加剂和调味品，
单纯由羊肉在老羊汤内焖烧而成。
2007 年，
“ 江桥白切羊肉加工技艺”
被列入嘉定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2012 年入选第三批上海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四代传人
朱冬明从小耳濡目染，从父亲手里
接过技艺，从露天摆摊到铁皮棚小
作坊，从老街固定摊位到有了第一
家餐馆——冬明羊肉馆。2004 年，
羊肉馆搬迁到了靖远路，面积也扩
大到了 1200 多平方米。至今新老
食客仍络绎不绝。春节前后，冬明
羊肉馆异常热闹，尤其早市，外卖窗
口几乎每天都要排起长队。
江桥白切羊肉，从羊源、选羊、
烧制、宰杀、汤底都颇为讲究。杀羊
必须在冬夏分不同时段宰杀。烧制
时把羊肉用水反复清洗后，按其部
位，切成大块，按顺序放入盛有沸老
汤的大铁锅内，密封锅盖焖烧。时
间乃是秘密，用朱冬明的话讲：烧是

次，闷是主也。出骨时要注意温度，
太烫出骨时肉要变形，太冷出骨难，
要拉破皮肉。汤底是朱家白切羊肉
的秘密武器。汤里不添加任何调味
品，只是清水加进去除羊膻味的盐、
姜等等，其汤味全靠人品尝来决定
加水或加除膻味之植物，朱家称其
为
“老汤”
。
江桥羊肉声名远播，得益于独
到的加工技艺和百年前的秘制配
方。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本地的
湖羊几乎绝迹。原料难觅，是江桥
羊肉加工技艺传承路上遇到的窘境
之一。朱冬明坦言：
“ 这些年，尝试
了众多羊肉品种，无论哪种都难有
当初的味道。”为了保证羊源正宗，
朱冬明走访多地，经多次选羊制作
鉴定，最后选定江苏常熟农户散养
的湖羊作为羊源。虽然增加了采
购、运输之成本，但还是并按祖传规
定挑选活羊，坚持选择体重在 60 至
80 斤的散养纯白无杂毛的湖羊，公
羊在一年左右的羊龄，母羊在二年
左右的羊龄，小之不要，大之不收，
“这样的羊，皮肉洁白，色泽鲜美，才
能保证肉嫩、少膻味”。
朱冬明还在不断到寻找、开辟
有供应活体羊的基地，并打破祖制，
物色挑选带徒弟，亲自传授培训，解
决传承人选问题，同时在创新中不
断拓展市场，自创了炒、烤、煎、煲、
汤等多种烧法，根据不同食客的口
味制作本帮、无锡帮、川帮、湘帮等
多 个 羊 肉 菜 系 ，不 断 丰 富 羊 肴 系
列。从最初打响品牌的白切羊肉，
到如今四季都有的羊排、鱼羊汤、扣
羊肉，生炒羊肉等，被越来越多消费
者认可，不少外地食客慕名前来。
为了跟上互联网时代的步伐，
冬明羊肉馆近来也开始入驻大众点

春 节 假 期 里 ，亲

评、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这几
日，老朱还在研究新的菜谱。他说，
其实羊肉经营有很多门道，但要慢
慢来，若一味求快，偷工减料，顾客
接受不了就很容易失败，关键还是
要诚信至上，
适合现代人的胃口。

A3·言论

敲锣打鼓的日子
就是好日子

逢年过节、早茶饭间，抑或是寒
意渐浓的晚上，邀上三五好友，点上
两白切羊肉配以小酒一壶、或是汤
面一碗菜，边吃边喝边聊些闲话，其
乐融融，待到微醺时，再多心事，也
都抛之脑后了，岂不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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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浦小上海步行街
弥漫浓浓年俗味

友聚会的餐桌上少不
了一道羊肉菜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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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吃羊肉的历史极

A5·走村镇

长 ，所 谓“ 金 盘 初 脍
鲤，金鼎正烹羊”，在

沪郊首批8个开放式
休闲林地试点出炉

唐朝之前，魏晋就有
■这个春节，上海春昌蔬果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陈春昌格外忙碌，来沪 26 年的

食羊肉的高峰。羊肉

他，今年依旧选择留守在青浦重固，和员工们一起将当季时蔬称重、打包后配送至市

薛英杰 摄文

区各大商超、菜场，让社区居民当天就能吃到新鲜的蔬菜。

作为进补的重要食
品，可益气补虚，促进
血液循环，增强御寒

佘山 86 岁“蒸糕爷爷”连续 3 年为困难居民新春送糕

能力，增加消化酶、保

□通讯员 王梅 记者 贾佳

护 胃 壁 ，帮 助 消 化 。

新春前夕，60 块热气腾腾的蒸糕被送
到了佘山月湖居委会。原来，月湖居民区
86 岁老党员张鹤祥，每逢春节前，都托人
将蒸糕送至居委会，再由工作人员送到困

冬季食用可达到进补

难居民家中，今年已是第三年，社区邻里
称他
“蒸糕爷爷”。
今年送糕上门，张鹤祥并未留下只言
片语。
“不留字条我们也知道是谁送来
的。”月湖居民区党支部副书记陈忠英说，
去年老人写了字条，托送货人一并带到，

但今年没有，可居委会却很了解。收到蒸
糕后，马上就张罗着去送，两天时间，60 块
蒸糕陆续送到社区 30 户困难居民手中。
得知爱心蒸糕是 86 岁高龄老人送的，收
到的困难居民无不感动。
(下转 A5 版)

和防寒的双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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