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施勰赟 欧阳蕾昵

我国秸秆利用率约为33%，其中
大部分未加处理，而经过技术处理
后利用的仅约占2.6%。综合利用农
作物秸秆资源，推进秸秆还田和离
田利用，对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增加农民收入、促进都市现代绿色
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2019年，宝山区结合农业生产
实际和秸秆综合利用现状，实行秸
秆机械化还田与离田利用双措并
举，鼓励引导围绕循环农业、绿色生
产，发展秸秆基料化、肥料化等离田
综合利用方式，全年粮油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率达100%。其中，上海永
大菌业有限公司通过利用废弃水稻
秸秆、树枝等农林废弃物种菌菇，每
年可消耗大部分宝山区域内修剪下
的城市绿化树枝以及50%的水稻秸
秆。目前，该企业不断探索、研究秸
秆的收储方式和综合利用效率，提
高以秸秆为基质种植食用菌的使用
效果，增加秸秆离田利用率。

点草成金：
收储全区50%的稻秸秆

对宝山的稻农来说，2019年秋
季收割稻谷的场景还挺特别，不同
于以往水稻收割后，秸秆散乱堆放
在稻田里，这一年，收割机刚收完水
稻，一旁“待命”的秸秆打捆机就已
将秸秆快速打捆成为一个个圆鼓鼓
的秸秆包，整齐排列在稻田里，等待
运输。这些打捆后的秸秆包最终将
被运往位于宝山罗店的上海永大菌
业有限公司的秸秆堆场进行再加工
利用。

在占地28 亩的永大菌业堆场
记者看到，这些秸秆包一部分被解
捆后再压缩成正方体状叠高堆放，
另一部分则经粉碎后加入一定比例
的麸皮、木屑、豆腐渣等其他辅料，
搅拌混合后机器装袋，再经高温高
压灭菌后注入菌种，培养出菌菇了。

“秸秆最适宜草腐菌的种植。”
为实现秸秆种植食用菌标准化、规
模化、机械化生产，2012年起，永大
菌业有限公司与日本、韩国、美国等
食用菌研究机构以及上海市农科院
一直在努力探索开发稻田秸秆生产
菌包技术。经过多年的探索，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实现食用菌生产原
料本地化就地取材，将宝山区的农
林废料——秸秆和城市绿化的枝丫
条加工成菌菇生产的培养基，实现

“点草成金、变废为宝”，解决了秸
秆、树枝处理的难题。目前，永大菌
业种植了姬菇、蚝菇、秀珍菇、武茸
等菌菇。

为更好地提高秸秆离田利用
率，永大菌业不断试验探索，找到合
理配方，在培养基质中增加秸秆比
例，目前用于生产姬菇、蚝菇的菌
包，秸秆比例最高已达70%。据估
算，永大菌业每年能够消耗宝山区
域内50%的水稻秸秆，预计可产菌菇
10000吨以上。永大菌业负责人黄
国标告诉记者：“2019年，我们收储
全区50%的稻秸秆，今年永大菌业扩
大产能，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处理宝
山全区的稻秸秆和城市绿化的枝丫
条。”

推陈出新：
菌菇“爱”上高蛋白豆渣

“作为一个市级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
找到突破口，提高秸秆离田使用
率。”记者了解到，永大菌业正在改
进秸秆打捆方式，以裹包初次发酵
的方式来储存秸秆，以提高秸秆的
生物转化率。与此同时，研发中心
的技术员也在不断优化配方，缩短
秸秆种植菌菇的培养生长周期，增
加大棚种植的周转率，让种植户得
到实实在在的效益。

“秸秆含碳量高，经过发酵处理
后能量转化快，如果尝试成功，出菌
速度、生产量也会提升。”技术员告
诉记者，目前，经过前期处理后秸秆
含量80%以上的菌包也已发菌成功，
单次产量达到438克/包，生产时长
仅为37天，比过去缩短3-10天。

经过处理后的秸秆可用于菌菇
种植，修剪后废弃的绿化树枝、葡萄
藤等农林废弃物经过处理也能发挥
作用。前不久，在偶然间得知同在
宝山罗店的“汉康豆腐”企业正在尝
试将每天大量产生的豆渣做循环利
用，永大菌业的技术员当即做了一
个大胆的决定：尝试在菌菇培养基
质中加入豆渣，看看菌菇是否会“爱
上”蛋白质含量高的豆渣。果不其
然，经过前道处理后，混合了20%豆
渣的基质包发菌长菇效果良好。黄
国标表示，如果这一模式取得成功，
永大菌业预计一年可消耗利用2000
至 3000吨豆渣。这对于豆渣处理
困难的豆制品企业而言，无疑是一
个好消息。而菌菇生产完成后，废
弃的基质包也可被有机肥料厂回收
再利用生产有机肥，实现生态循环。

产销无忧：
菇农户均年收益20万元以上

在永大菌业的工厂里，菌菇培
养基质生产的每一个步骤都被精细
分区，唯独没有菌菇生产区域。原
来，永大菌业采用的是“企业+基

地+农户”的联结经营模式，通过机
械化规模生产出高品质的食用菌菌
包，提供给周边的农户生产。

“技术含量高的养菌环节由公
司完成，长菇环节则交给农户在大
棚内完成”。技术员解释道，菌菇的
长菇环节周期长，但管理技术相对
简单，农户要做好合理通风和喷水
出菇管理，采摘后菌菇由公司回
收。通常一户以 3 个劳动力来计
算，承包10万－20万个菌包不成问
题，这一模式带动周边300多人先
后加入食用菌种植，农户年收入都
在20万元以上。

不同于其他农作物对土壤有较
高要求，永大菌业的菌包在生产初
期就使用管道蒸汽灭菌消毒，经过
检测完全没有农药残留，而菌菇生
产过程中只需额外补充水分，通过
标准化生产管理，园区内种植的菌
菇还获得了“有机产品认证”，进一
步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

永大菌业回收的菌菇，按照品
质分级后再销售，这样一来，又进一
步降低了农户的风险。目前，永大
菌业已搭建快捷的冷链物流销售渠
道，先后与食品加工企业、超市、餐
饮企业如海底捞、肯德基等以及新
零售平台如盒马、叮咚、美菜、食行
生鲜等合作，实现基地采摘后当天
送达上海城乡消费者手里的快捷配
送。“我们的菌菇早晨采摘，中午就
能上市民餐桌。因为种植基地就在
近郊，缩短了配送时间，也保障了菌

菇的品质不受运输影响，品相好，在
市场上很受欢迎。”

循环农业，
为乡村振兴做好技术保障

“食用菌产业不与人争粮，不与
粮争地，不与地争肥，不与农争时，
不与其他行业争资源。”上海蔬菜食
用菌行业协会秘书长孙占刚表示，
在食用菌生产的整个流程中，以绿
色生产、循环发展为核心，充分利用
城市绿化废弃物及农业生产的下脚
料，使其“变废为宝”，成为食用菌生
产的关键原材料，栽培结束的废料
经过发酵工艺以后又可以变成有机
肥料，重新进入农业生产环节。

传统的食用菌生产方式主要分
为两种，即“工厂化生产”和“家庭生
产”。家庭生产方式面临市场风险
与生产风险等困境，同时规模小，设
施化水平低，产量低，收益差；而
规模化、工厂化生产能保证食用菌
生产技术和效能的提升。“实现二
者之间的有效结合，是互利互惠的
必然选择。”永大菌业通过“公司+
农户+合作社”的经营方式，即

“公司生产菌包、农户培育食用
菌、公司回收并销售食用菌”，将
宝山区的稻秸秆以及绿化修剪树枝
充分利用起来制作食用菌基质，变
废为宝的同时还带动农户增收，走
出了一条服务乡村振兴，促进产业
兴旺的新路径。

□通讯员 杨宝祥

日前，华师大张江实验中学校友
理事会在张江婚庆中心举办“青春不
散场 梦想再飞扬”张江学子迎春联谊
会活动，350余位张江中学跨届校友与

特邀的德高望重的90高龄的姚金梧老
校长及校友理事会成员们，喜气洋洋，
欢聚一堂，共叙情谊，同迎新年。

在文艺演出中，学子们激情奔
放，活力四射。大合唱《张江学子群
歌》(徐玉华词 吕品曲)、《我和我的

祖国》，书法和沪剧同台献演，太极
拳和木兰拳同台表演，配乐朗诵，旗
袍走秀，通俗流行歌曲，越剧选段，
戏歌《梨花颂》，男声独唱，国标双人
舞，旗袍伞扇舞，齐唱《明天会更好》
等节目精彩纷呈。在灯光与微笑构

成的舞台上，在笑声与歌声汇成的
海洋中，在这永恒与温謦筑就的圣
地——张江，学子们用青春的激情
为伟大时代舞蹈，为永恒的学子纵
情放歌。同学情，师生恩，情深深，
意切切。讴歌新中国，赞颂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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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通讯员 周志平

缘起·朴实的发心
说起丰舍苑居委的百家宴活

动，就要从12年前的偶然决定开始
讲起。丰舍苑居委是一个综合性小
区，既有一般商品房，又有拆迁安置
房，辖区内的居民既有本镇老曹路
人，也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新曹路人，
大家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生
活习俗。12年前，丰舍苑居委会为
了使居民们都能融入到社区这个大
家庭中，给老百姓一个互动沟通，交
流感情的平台，响应并组织热心群
众策划开展了“百家宴”活动，希望
以美食为纽带，链接邻里感情，让丰
舍苑五湖四海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
我们是“缘来一家人”。

就这样，2008年，丰舍苑居委举
办了第一次“百家宴”活动。随着时
间的推移，无论居民区两委班子成
员如何调整，无论居委会的工作重
心如何改变，每年一次的“百家宴”
活动成为居委的保留项目，延续至
今。

成长·老少同乐的舞台
2019 年 12 月 29 日，在居委会

的组织领导下，第十二届“百家宴
——匠心筑梦 惊宴丰舍情”活动如
约而至。居民闫阿姨早早地来到了
现场，来自山东的她，每年都会变着
花样给大家做山东的特色美食，今

年带来的是山东特色的“春饼”。筋
道的面皮被做成了巴掌大小的薄
饼，然后卷上京葱、黄瓜丝、胡萝卜
丝，涂上特质的酱料，就成为山东有
名的“大饼卷大葱”。别看上面的叙
述聊聊数句一笔带过，为了这几张

“巴掌”大的饼，闫阿姨从上午9点

多一直忙活到下午4点多。
来自山东的闫阿姨，12年前为

了帮助儿子照顾孙子，只身来到了
上海，成为“沪漂”。如今，十二年过
去了，闫阿姨的孙子已经长大，而她
也从一名普通的老年居民，成长为
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志愿者，
在社区垃圾分类、文明创建等活动
中发挥重要作用。

赵雨航今年刚刚十四岁，也是
妈妈带着他参加的第十二个百家宴
活动。今年，他们依然祖孙三代结
伴参与，外婆表演女声独唱《花桥流
水》；妈妈负责制作特色菜肴，而雨
航带来的节目也从最初的沪语童
谣，到后来的童声独唱，一直到现在
的击剑表演，他见证了百家宴活动
的成长收获，而百家宴也见证了他
生命脚步的年年向前。

品尝完丰盛的美味佳肴，居民
们一起欣赏了杨阿姨带着老年舞蹈
队表演的《湘女多情》；闫阿姨参与
的游戏互动，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而
雨航则和自己的伙伴一起为大家表
演了击剑；居民中间的“金话筒”李
阿姨，则为大家演唱了《青藏高原》，
赢得了满场喝彩。

收获·吃出来的“美味邻居”
丰舍苑作为曹路镇较早的一批

商品房，成为众多来沪寻梦者的安
家之所，如今“新上海人”经过十几
年的相处，通过“百家宴”的美食互
动，凝聚成为一家人，成了彼此的

“美味邻居”。
和闫阿姨同龄的人终将随着

“百家宴”老去，而雨航一代的青少
年，也要随着“百家宴”成长起来，成
为丰舍苑“五湖四海一家亲”的理念
践行者和传承者。

凝聚·党建引领下社区共治
2019 年，在镇党委、政府的领

导下，丰舍苑居委依靠开展如“百家
宴”等各类活动与居民们建立的深
厚群众基础，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

在垃圾分类工作中，依靠深厚
的群众基础，得到了居民们的大力
支持，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面对拆违工作，“百家宴”的参
与家庭主动开展自查工作，还积极
配合居委进行宣导和说服工作，圆
满完成了拆违任务。

党建引领，为睦邻添彩；居委支
持，为自治加油；居民参与，为共治
身体力行。丰舍苑的“百家宴”活
动，用十二年的时间向我们揭示了
一个朴实的道理：

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终将得
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热热闹闹百家宴，和睦邻里“丰舍情”
——曹路镇丰舍苑居委基层社区治理十二年结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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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江学子迎春联谊活动 激情四射精彩纷呈

秸秆秸秆、、树枝树枝、、豆腐渣都能种菌菇豆腐渣都能种菌菇

这个龙头企这个龙头企业不仅消耗农业废弃物业不仅消耗农业废弃物，，
还让菇农钱袋子鼓起来还让菇农钱袋子鼓起来

□通讯员 王欣

2020年伊始，金桥镇金葵社区
的居民休闲娱乐又有新去处，那就
是新改造完成的金葵绿地。

金葵绿地于2010年建成，位于

靠近金葵路和申江路路口，总面积
约2.8万平方米，是金桥镇金葵地
区的主要公共绿地。由于建成至今
一直没有升级整新，绿地活动设施
老化、绿化品种单一等短板日渐突
出。

为此，金桥镇绿化养护部门根
据大调研中收集到的市民对建设高
品质绿地公园的意见建议，于2019
年7月至11月，从总体布局、功能
设置、设施配套、绿化养护等方面对
绿地进行整体改造。例如新增了颇

具艺术特色的廊架、凉亭、座椅和残
疾人坡道，对原有的健身步道、路面
沥青和草坪进行翻新，并加种了水
杉、红枫、樱花等绿植，大幅提升了
绿地生态环境和休闲服务功能，满
足了市民对于休息、运动、娱乐等需

求。新改造的绿地已于新年元旦正
式对外开放。

据了解，改造后的金葵绿地已
在2019年12月被纳入公园名录，
成为上海市52座新增城市公园之
一，也是金桥镇首个城市公园。

绿地改造提升 为市民“添景增绿”

金桥镇金葵社区的居民休闲娱乐又有新去处

■主题教育在浦东街镇系列

“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终将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是曹路镇丰舍苑社区的“百家宴”活动，用十二年的时间揭示了一个

朴实的道理。2019年，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开展主题教育中，曹路镇丰舍苑居委依靠开展如“百家宴”等各类活动与居民们建

立的深厚群众基础，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

□缪翼

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农业品牌化
水平，实现品牌强农的发展目标，由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乡村
产业发展司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司指导，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
协会联合多家单位主办的2019品
牌农业影响力年度盛典1月12日
在京举行。

品牌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党

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品牌发展工
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中
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
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
品牌转变。”农业农村部提出，要大
力推进质量兴农、科教兴农、绿色兴
农、品牌强农，提高农业发展质量效
益和竞争力。此次举办品牌农业影
响力年度盛典正是聚焦农业品牌化
进程，通过推介行业优秀的创新案
例及人物，对农业品牌化发展进行

年度梳理和剖析，引领社会不断践
行服务三农的使命，让榜样的力量
在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脱
贫攻坚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理事长、
原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刘平均指
出，实施品牌强农战略，是推动我国
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
措，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地理标
志区域品牌代表了我国优良的历史
文化和优质的地理环境，农业区域

公用品牌引领了区域农业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农业品牌集群正作为中
国农业品牌形象，参与到全球品牌
经济激烈竞争之中，助推我国实现
品牌强国，经济强国的目标。

盛典表彰了十个乡村振兴典
范，鼓励企业机构绘制农业品牌助
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十个产业
扶贫典范，引导更多强势品牌、新兴
品牌投入到产业扶贫的队伍之中；
十个优农品牌设计典范，鼓励在乡

村振兴综合设计方面作出杰出贡献
的单位和设计师；十个影响力产品
品牌，总结品牌培育的创新模式，提
升我国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十个影响力企业品牌，增强品牌发
展意识、传播品牌发展理念、营造品
牌发展环境、提振消费者信心；十个
影响力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宣传
品牌建设在发展壮大乡村特色产
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决胜脱贫攻
坚等方面取得的先进经验。

2019品牌农业影响力年度盛典在京举行

2019年，宝山区

结合农业生产实际和

秸秆综合利用现状，

实行秸秆机械化还田

与离田利用双措并

举，鼓励引导围绕循

环农业、绿色生产，发

展秸秆基料化、肥料

化等离田综合利用方

式，全年粮油作物秸

秆 综 合 利 用 率 达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