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 关注 DONG FANG CHENG XIANG BAO

动态 A5

DONG FANG CHENG XIANG BAO

2020/6/30 星期二 责任编辑 贺梦娇

2020/6/30 星期二 责任编辑 贺梦娇

上海有了地产
“六月黄”

马陆葡萄“C 位”直播出道，

首批起笼，
全市 13 万只大闸蟹将爬上市民餐桌

嘉定区域特色农产品“卖得好”更要“种得精”

□记者 贾佳 摄文
一提起“六月黄”，熟悉的食客
情有独钟，免不了被一个“鲜”字打
动。近十年来，在上海市中华绒螯
蟹产业技术体系支持下，产自上海
多个涉农区的黄浦江水系大闸蟹，
区域品牌纷纷声名鹊起，养出的蟹，
个大、味美，在国内市场占据了优势
地位；让上海市民很有口福的是，今
年，上海市中华绒螯蟹产业技术体
系技术攻关课题首次将目标瞄准了
“六月黄”
。
6 月 23 日，位于松江的上海鱼
跃水产专业合作社泖港基地，
“六月
黄”大闸蟹首次批量起笼出水，一只
只“六月黄”在塘边上称重检验，
“2
两 2、2 两 5、2 两 8……”工人逐一报
数，出塘的大闸蟹个头均匀，重量均
在 110 克以上。大闸蟹长势喜人，
随手掰开一只，肥厚的蟹黄流出，乐
见其味美。与鱼跃合作社一样，本
市来自松江、崇明、宝山等不少合作
社也在同日起笼，全市 650 多亩约
13 万只“六月黄”在这个端午节前
集中上市。
史上首次，上海终于有了地产
“六月黄”
熟悉的人知道，
“ 六月黄”是特
指在农历 6 月上市的“童子蟹”，一

般是完成了 3 次脱壳，在第四次脱
壳前育肥的性腺还没有发育的蟹。
不少人对“六月黄”的味道情有独
钟，独爱它“蟹黄足”、
“外壳脆”、
“内
壳软”、
“ 肉质滑”的口感，像毛豆炒
蟹、清炒蟹、咸肉土豆蒸蟹、面拖蟹，
都是
“鲜掉眉毛”的时令菜。
“上海有句俗话叫，
‘忙归忙，勿
忘六月黄，味道值得尝一尝。’”上海
市河蟹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上
海海洋大学教授王成辉告诉记者，
上海消费大闸蟹不仅历史悠久，还
是目前国内需求量最大的市场，近
两年，
“六月黄”市场需求持续上升，
不过，上海却从没有地产“六月黄”，
大多数来自湖北、安徽、江苏等地。
爱吃“六月黄”的消费者多，上
海地产“六月黄”却是空白？今年
初，一项“六月黄”技术攻关专题“上
海地区河蟹‘六月黄’的生产模式与
技术研究”，在市农业农村委指导和
支持下，作为上海市中华绒螯蟹产
业技术体系的重要科技兴农项目启
动。该专题由松江区水产技术推广
站为主持单位，联合上海海洋大学、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
所共同开展产学研科技攻关，松江
的上海鱼跃水产专业合作社、崇明
区崇东水产养殖合作社、宝山区沪
宝水产养殖合作社等作为主要实施

今 年 ，上 海 市 中
华绒螯蟹产业技术体
系技术攻关课题首次
将目标瞄准了“六月
黄”。上海终于有了

基地，在统一规范技术指导下，步调
一致地投入实施。
专注品质提升，或将更大面积
推广
“上市虽早，但规格不能小，营
养积累的时间虽短，但口味不能差
……”松江区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
张友良告诉记者，事实上，去年，松
江就以上海鱼跃水产专业合作社为
基地，率先着手小规模“六月黄”养
殖试验，收效不错，心里有了底，今
年，正式启动专题研究实现规模化
养 殖 ，松 江 养 殖 面 积 扩 增 到 了
416.35 亩，
计划明年将大面积推广。
记者了解到，养殖“六月黄”，相
比 成 年 河 蟹 养 殖 塘 ，密 度 有 所 增
加。过去，每亩养殖量在 500-600
只，如今，要增加至每亩 1000 只左
右。养殖密度的增加，对“六月黄”
的养殖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目
标是，既要提升‘六月黄’的品质，也
要保证成年河蟹生长不受任何影响，
规格不变，
产量不降，
品质不减。
”
对于这一点，课题组成员都是
有信心的。原因在于“六月黄”养殖
技术，是建立在十多年来上海市河
蟹产业化体系日渐成熟的基础之上
的，不断完善的“种草、投螺、稀养、
调水”为核心的生态养蟹“松江模
式”，让“六月黄”生产本就具有的优
势种源、良好的环境和养殖管理条
件更为优越。
但“六月黄”养殖万万不能掉以
轻心。
为此，课题组对养殖塘管理做
了针对性调整和改良。该课题组负
责人江芝娟告诉记者：
“ 比如，调整
了塘内的水草种植结构，增加了四
季苦草和鱼腥草种植比例，考虑到
这些水草会让大闸蟹在前期生长时
“更爱吃”，也提升口感和营养度；增
加了动物性饲料，减少了螺蛳投喂，

因为前期小蟹吃螺蛳比较少。除此
外，还全面增补了增氧设备，做到塘
内氧气循环‘无死角’。”
消费新机遇，
迎来端午小高峰
一盘毛豆炒蟹，只加稍许盐和
酱油，逼出了蟹黄的香气，汤汁化入
米饭尽是蟹香。对于自家养殖的
“六月黄”，口感决定了对市场的判
断。
“ 我们大泖牌‘六月黄’，规格会
控制在 2 两以上。必须是当天出
水，当天售卖，过期一定会处理掉，”
上海鱼跃水产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郎
月林说，
“‘六月黄’比较嫩，对物流、
运输和新鲜度的要求都很高，为了
保证品质，就只开放松江南青路 254
号一家销售店面，目前预订的人很
多，
订在端午节当天的就有几千只。
”
据了解，这批地产“六月黄”上
市仅有一个月时间，从 6 月底持续
到 7 月底。
“ 今年存在闰四月，本来
上市时间在农历六月，就变成了农
历五月，”王成辉解释，今年，之所以
将“六月黄”养殖纳入上海市中华绒
螯蟹产业技术体系科技攻关中来，
是充分考虑到上海本地大闸蟹产业
结构性发展。近十年，上海河蟹产
业从以前的崇明一花独开，发展到
崇明、松江、宝山、浦东四足鼎立，青
浦、金山为尾翼，共同构成多区域协
同的产业结构，黄浦江大闸蟹、崇明
清水蟹、宝山湖大闸蟹等地域品牌
诞生，外观、规格、口感、品质都不输
外地。
“ 年 中 ，是 上 海 水 产 上 市 的 淡
季，
‘六月黄’的出现，可以带来新的
消费机遇期，为市民提供丰富、多样
的口味选择，在增加养殖的过程中，
也可以提升经济效益，初步估计，每
亩可增加 1000 元收益。”王成辉表
示，希望上海地产大闸蟹，不只有一
次销售高峰，也可以在端午节前后
迎来新的小高峰。

地产“六月黄”，13 万
只“六月黄”近日集

宅前屋后干净整洁，小花园里
的花草错落有致，图文并茂的墙体
彩绘引人注目，老人们在村口闲话
家常……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带来的
新风尚让土生土长的新浜姑娘赵红
丽难掩内心的自豪，大学毕业后便
投身乡村建设，如今担任南杨村党
总支副书记的她说:“村里环境越来
越 美 ，在 这 里 上 班 心 情 也 越 发 舒
畅。”
这几年，得益于农村人居环境
治理的常态化推进，松江从凝聚社
会共识、群防群控、打造健康文化品
牌等方面动了大脑筋、花了大力气，
即便在浦南的乡村，也基本绘就了
“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
享有“的画卷。
村里老人讲养生头头是道
来到新浜镇南杨村，村口竖起

的“建设健康乡村，提升健康文明素
养”宣传牌格外醒目，路旁的病媒防
制宣传阵地也小有规模。
走近细看，村口闲坐的老人指
着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热情地当
起了健康宣教员：
“合理膳食很重要
……”据赵红丽介绍，村里的老人不
管年纪多大，说起健康养生知识都
头头是道。沿着村子里的水泥路面
一直往前，二十四节气养生墙体彩
绘映入眼帘，村民门前小花园里的
花儿开得正艳，不少人家还利用闲
置的器皿种起了蒲公英等中草药。
“过去，宅前屋后可没有现在这
么清爽，鸡棚鸭棚既影响美观，还容
易孳生蚊虫苍蝇。”据村爱卫干部俞
玉峰介绍，村里不仅成立了环境卫
生整治队伍，预防和杜绝环境整治
后出现的“返潮”现象，还成立了人
居环境评审队伍，对农户进行定期
考评，以资金奖励的方式，激励大家

“俗话说立夏之
后的葡萄越结越多
……”6 月 27 日下午
3 点 ，嘉 定 区 副 区 长
傅俊走进“上海嘉定”
抖音直播间，化身“资
深 主 播 ”为 嘉 定“C
位”特色农产品——
马陆葡萄直播代言。

作为今天的“主角”，20 多个马
陆葡萄品种在直播间飘香。看着眼
前水灵灵的各式葡萄，副区长傅俊
轻车熟路，开启了“报菜名”模式，巨
峰葡萄、夏黑葡萄、日光红葡萄，一
款款葡萄品种“张口就来”。
本场直播活动是上海“五五购
物节”期间，由嘉定区商务委员会、
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嘉定区农业农
村委员会和嘉定新城（马陆镇）镇政
府共同举办的 2020 嘉定购物节第
三场直播活动。第二十届上海马陆
葡萄节也在直播间正式拉开了序
幕。
这场直播主打农副产品消费，
主题是“我嘉有特产，有滋有味吃吃
吃”。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安全监管
处处长孙海、嘉定区农业农村委主
任朱维强等嘉定区领导、嘉定新城
（马陆镇）领导、上海马陆葡萄研究
所所长单传伦轮番坐阵直播间，向
广大网友安利嘉定特色农副产品、
云南扶贫特产、护肤品等，让大家足
不出户，
在小屏前感受嘉定魅力。
一波波安利后，网友们纷纷表
示想要赶紧“买买买”。
“市场价 100 元 2 斤马陆葡萄新

品尝鲜装，我们 50 元都不要，来，秒
杀价是——29.9 元！上链接！”首轮
卖货环节，主持人喊出这句话不到 5
分 钟 ，尝 鲜 装 就 已 经 销 售 了 100
份！直播中，2 斤马陆葡萄新品尝鲜
装由日光红、京蜜这两个品种搭配
组成，不仅包邮，还附赠马陆葡萄主
题公园门票一张，限量 100 份的“超
低价”
，让抢到的网友直呼“赚到”
。
随后，轮番上阵的马陆葡萄匠
心经典 2 斤装（巨峰）、马陆葡萄浓
情玫瑰 2 斤装（10-1）、华亭球明哈
密瓜也相继开出了“跳楼价”。尤其
是来自马陆葡萄主题公园的几款
“明星”产品，每款约 3 折的优惠力
度史无前例。单传伦说，
“ 疫情之
下，政府能想到我们，为我们做这么
多，不仅是给了我信心，也给了农户
们极大的鼓舞。”
据了解，嘉定拥有葡萄、哈密
瓜、草莓等特色农产品品种约 40 多
个，其中有 30 多个特色农产品品牌
在全市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像马陆
葡萄、汇农肉鸽、万金观赏鱼、永辉
羊园羊肉曾被评为上海市著名商
标，
“ 马陆葡萄”还被评为中国名牌
农产品、
“马陆葡萄”、
“嘉定梅山猪”
获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企业；
“马陆
葡萄”和“嘉定白蒜”获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企业称号等。
活动主办方表示，嘉定特色农
产品消费是“五五购物节”当中重要
的板块，此次直播专场既能提升区
域特色农业的美誉度，增强农产品
市场竞争力，也能倒逼各农产品合
作社在产品质量和市民体验度上下
功夫，
“ 只有优质的产品，才能让网
友放心地在线直接下单购买，也只
有真的好吃的产品，才能让他们都
成为‘回头客’。”
直播下半场，价格诱人的云南
扶贫特产徐记传统油腐乳 4 瓶装、

稻田搭起“小帐篷
小帐篷”
”，为农田生态系统“把脉
把脉”
”
□见习记者 赵一苇
近日，嘉定区农技中心农技人
员肩扛竹竿，头戴草帽，在华亭镇的
4 块稻田内展开 2020 年嘉定区稻田
节肢动物多样性的调查。
远远望去，搭建在稻田里捕捉
工具犹如一座座“小帐篷”。农技人
员介绍，这些“小帐篷”叫做马氏网，
是用来请虫子入住的“新居”。这批
马氏网是从上海市农科院引进的，
是用于收集日出性以及部分夜出性
膜翅目和双翅目昆虫最重要的工具

之一，主要靠拦截具有向光性的飞
行昆虫，并引导其向上爬入收集瓶
来完成诱集。在适合的时期和合适
的地点正确放置马氏网，连续诱集
几周或几个月，就可以获得数量相
当可观的昆虫标本。稻田节肢动物多
样性调查将采用稻田扫网与马氏网
收集相结合的方法，根据水稻生育
期开展定点调查。
“我们在常规和生
态两种类型的田块中，分别选取了
深耕、绿肥两种茬口模式，4 块水稻
田，搭建了 4 个马氏网，对比四种类
型是否会对稻田生态产生影响。马

氏网运用起来十分方便，2-3 周换
一次收集瓶即可。
”
农技人员介绍说。
据了解，该调查属于“基于休耕
轮作调控的都市农田生态系统健康
技术体系标准及综合示范”项目的
一部分，该项目致力于解决农田生
态系统水土环境质量受损和功能退
化问题，以形成健康的农田生态系
统与集成安全提升技术。今年是嘉
定开展该项目的第二年。今年的调
查时间将从 6 月底延续至 10 月，覆
盖整个水稻生育期。
通过调查，农技人员可以清楚

地了解到农田中昆虫的种类和数
量，根据害虫和益虫的种类和数量
来评价农田是否健康，作为农田生
态系统健康程度评判的重要依据之
一。
“一方面可以更清楚地掌握农田
的健康状况，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日
后的生产管理提供依据。”农技人员
解释，
“ 举个例子说，如果在某田块
收集到一定数量的益虫，我们就可
以认定这块农田足够健康，在之后
的生产环节中就可以根据情况减少
药肥投入，为减肥减药提供科学依
据。”

中上市。

预防安全生产事故，
预防安全生产事故
，黄浦江畔上演应急救援演练
□记者 贺梦娇

健康观念变了，
健康观念变了
，松江浦南村民的健康意识怎么养成
松江浦南村民的健康意识怎么养成？
？
□通讯员 王梅 记者 贾佳

□见习记者 赵一苇 摄文

养成良好的习惯。
而今，村民们对农村人居环境
治理已经内化于心了。年长的老人
说：
“环境干净整洁，自己住着舒服，
小孩节假日回来都舍不得走了。
”
健康乡村建设，让乡村的美由
内而外
“乡村的美必须是由内而外
的。”区爱卫办相关负责人说，如今，
这种美在浦南乡村已经逐渐显现
了，人人关心健康的新风尚基本形
成。
在南杨村，家家户户门前都设
有干湿分类垃圾箱。村民陆千生今
年 61 岁了，一直在村里生活，按他
的话说，过去垃圾“一包扔”，路边有
垃圾也不足为奇，而今谁家不搞垃
圾分类都会被村民议论不应该。
除了垃圾分类落实到位外，公
筷公勺也开始被重视。在村内的石
泾弄农家乐，土生土长的南杨村老

板会为就餐客人人手准备两双筷
子。陆千生说，疫情过后，大家也逐
步意识到公筷公勺的重要性了，平
时一个人吃饭无所谓，每逢周末女
儿一家回村里吃饭的话，家里的餐
桌上也会摆上公筷公勺。
作为村里健康自管小组的成
员，陆千生除了自己注重健康，还承
担了健康宣教的任务。
“ 人上了年
纪，更能体会健康的重要性。”据他
介绍，早晚慢走散步，饮食少油少
盐，关注血压血糖，这些早就不成问
题了，如今，村里还活跃着门球队、
打莲湘等融合健康元素的文体项
目。
刚刚过去的爱国卫生月，松江
开展了农村爱国卫生专项整治行
动，对全区 77 个行政村开展了以垃
圾、污水、厕所为重点的集中卫生治
理，共出动农民志愿者、村（居）干
部、环卫人员 5110 人次。

“爱国卫生运动由来已久，任何
时期都需要扎根人民群众、依靠人
民群众。”区爱卫办相关负责人说，
时至今日，早已不是简单地改善居
住环境了，还包含饮食习惯、社会心
理 健 康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等 诸 多 内
容。在松江农村，每月 15 日环境清
洁日、每周四的爱国卫生义务劳动
已是“常规动作”，此外，依托本土乡
村文化、融合健康元素的健康品牌
也在不断成熟壮大。
“健康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
重要内容，关乎百姓安居与健康，需
要多部门协同推进。”据区爱卫办相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区文明办与区
爱卫办已印发了《松江区在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的工作方案》。此外，进一步加强
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工作的意见也
正在拟定中。

为有效控制和减少安全生产事
故隐患，预防和遏制较大事故发生，
6 月 23 日，2020 年闵行区渔业船舶
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演练在
黄浦江渔政码头举行。
“我们船上有人落水了！”随着
呼救声响起，当天第一场联合救生

演练展开，在警报声中，中国渔政
31011 船及时到达事故发生水域，
抛下带有救生绳索的救生圈，
将落水
人员营救上船。随后，31011 船停
靠码头，
船员合作将落水者转移到岸
上，发现落水者无呼吸后，按照规范
流程，开展心肺复苏等现场急救，待
落水者抢救苏醒后，120 医护人员
将其送往医院作进一步观察治疗。

第二场为联合消防演练。
“船舱
着 火 了 ！”在 航 行 中 ，中 国 渔 政
31011 船突然船舱失火，冒出滚滚
浓烟。船员发现后迅速行动，利用
消防桶、灭火器展开扑火自救。当
发现火势较大、无法控制时，船员立
刻对外呼叫请求支援。中国渔政随
即派出 31009 船赶到现场，用消防
皮龙对准 31011 船的着火部位进行

灭火。火灾在两艘船艇的共同努力
下被迅速扑灭。最后，事故渔船被
安全拖至渔船集中停泊点。
据悉，此次应急救援演练由区
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牵头举办，共
出动渔政船 2 艘。市农业农村委执
法总队，区农业农村委、区农业农村
委执法大队，华漕镇、浦江镇渔政管
理人员和渔民代表参加演练。

传承“傅雷精神
傅雷精神”
”，诗歌诵读传唱“水韵周欣·文明新风
文明新风”
”
□记者 王平
6 月 27 日下午，细雨中的“小上
海网红地标”傅雷图书馆多了几分
朦胧感，一楼舞台中央不时传出铿
锵有力的声响，仿佛能穿透剧场的
围墙。正在这里举行的是以“水韵
周欣·文明新风”
为主题的首届
“傅雷
杯”诵读比赛的决赛，来自浦东新区
周浦镇周欣社区的居委、共建单位、
辖区学校等 13 组选手经过前期选拔
走上了决赛的舞台中央，
诵读他们对
家国情怀、
文明新风的感悟与理解。
据了解，此次比赛由周欣社区
中心主办、浦东作家协会与傅雷图

书馆协办，旨在为推动“文明、健康、
美丽、法治、和谐”的水韵周欣社区
创建助力。参赛作品大都为作者原
创，有许多参赛者都用简洁的文字
和语言深情讲述了发生在身边的文
明故事。来自傅雷中学的几名同学
不约而同地以“大浦东”为创作题
材，用孩子们特有的视角讴歌浦东
开发开放 30 年来的点滴变化与伟大
成就，不由得让台下的听众心潮澎
湃。来自周东幼儿园的参赛者端朱
珠老师告诉记者，这些年来，她亲身
感受着家乡的变化，道路变宽了、绿
化变多了、河水变清了、小区居民中
的不文明现象也越来越少了，她的

参赛作品《文明之花》也是有感而
发，真情流露……
周欣社区是名副其实的“傅雷
之乡”，对于传承弘扬傅雷文化有着
深厚的群众基础，此次诵读活动又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和平台。本
次活动中，各居民区党组织、居委会
积极引导群众参与，许多社区居民
和共建单位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参与
热情。
“今年社区经受了新冠肺炎疫
情的洗礼考验，同时迎来三大发展
机遇，一是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二
是浦东迎来创建第六届全国文明城
区的迎检年，三是周欣辖区内傅雷
图书馆建成开放一周年，这些发展

契机都为‘水韵周欣’注入了文明新
风，此次“傅雷杯”诵读比赛是水到
渠成，顺风而成。”周欣社区党委书
记姚文红对记者说。
周浦镇党委委员周俊表示，周
浦历经千年、人文荟萃、文风鼎盛，
一本《傅雷家书》，为几代中国人的
精神世界提供了文学导赏、美学坐
标和家教典范。此次诵读比赛是社
区居民群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是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鲜活而
有效的载体，希望通过对于文明的
诵读，进一步增强社区居民的满足
感和幸福感，为周浦的精神文明建
设注入鲜活的文化支撑。

楚雄大姚红糖以及嘉定当地品牌企
业梦妆蓝甘菊修护舒缓礼盒、兰芝
夜间修护舒缓修护睡眠面膜单品礼
盒等产品也让网友铆足了劲“拼手
速”，整场直播的交易额近 5 万元。
据悉，嘉定区举办的“2020 嘉定购物
节”系列直播活动，接下来，还将去
往江桥镇开设专场活动，推荐嘉定
优质的生活类产品。马陆葡萄研究
所也将在 7 月初举办专场直播活
动，让更多市民了解和品尝正宗的
马陆葡萄。

□点击
杨行这个动迁安置房项目
缘何在全区脱颖而出？
□通讯员 顾颖飞 记者 施勰赟
近日，宝山区建设工程安全质
量监督站在宝山新城杨行杨鑫社
区 BSP0-0601 单元 06-07 地块动迁
安置房项目（以下简称：B-2 地块）
开展 2020 年宝山区安全生产月建
筑工地安全质量“双观摩”展示活
动。
为何该项目能在全区众多在
建工程中脱颖而出，被选为展示形
象？据负责人介绍，这源于整个项
目全程通过智慧应用管理大屏实
时监测系统，来实现现代化的智慧
建造管理体系。其中包括员工实
名制门禁系统、自动测温系统、吊
钩可视化监测系统、施工电梯驾驶
员人脸识别系统、施工电梯监测系
统等十余项智慧工地子系统，实现
数字化、在线化、智能化，构建工地
智能监控和控制体系，有效弥补传
统方法和技术在监管中的缺陷，实
现对人、机、料、法、环的全方位的
实时监控，变“被动监督”为“主动
监控”。负责人还表示，项目以创
上海市“白玉兰”奖为目标，专注业
主真实需求。
在现场，观摩嘉宾可以通过查
看安全标化展示区、质量工艺展示
区、二结构及初装样板区以及预制
构件展示区等特色展区，近距离了
解项目概况、观看施工细节。在综
合 用 电 体 验 区 、消 防 灭 火 器 演 示
区、安全急救体验区等现场演示区
可以亲身体验安全应急演练。通
过现场设置的 VR 安全体验装置，观
摩人员还能“360°全景观摩”施工
现场，体验和学习施工安全知识。
据悉，B-2 地块是由上海宝冶
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杨行动迁安
置房项目。项目东临松兰路、南至
杨鑫路、西至杨泰路、北临沙浦河，
总占地面积约 6.7 万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达 21.74 万平方米，总计住
宅约 1900 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