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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金山草莓节今日开幕，
将持续至 3 月 18 日
□文/记者 杨清悦
“品金山草莓，享田野风光”，
今天下午 14∶30，由金山区农学会、
百联集团联合举办的 2018 年金山
草莓节开幕式在长宁区百联西郊
购物中心（长宁区仙霞西路 88 号）
举行，整个草莓节将持续到 3 月 18
日。
今年，金山区草莓种植面积约
2000 亩，有“红颜”、
“ 章姬”、
“ 天仙
醉”等多个品种。其中，金山区特
色品牌“鑫品美”品牌草莓加盟基
地 20 家，种植面积 513 亩。值得一
提的是，金山草莓研发中心与中国
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深度合作，

引进新型脱毒苗 3 个品种并进行种
苗繁育种植，成活率高达 98%以上，
抗逆性和长势表现尤为突出。
近年来，以“品牌农业、休闲农
cm
业、生态农业”为引领，金山区农委
制订了万亩草莓发展规划，精益求
精塑造顶级品质，体系化全价值链
助推草莓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打造
“鑫品美”草莓品牌，用创新诠释品
牌之美，严格实行准入、退出机制，
规范品牌管理。
“鑫品美”品牌草莓基地严格
按照标准化规范生产，采用增施有
机肥、人工授粉、绿色防控等技术，
力求产品优质、生态。生产的草莓
鲜美红嫩、饱满多汁、甘酸适度、芳

香馥郁，深受广大市民游客青睐。
同时，
“ 鑫品美”草莓采用统一品牌
包装、二维码全链条溯源，确保市
民“舌尖上的安全”。目前，
“ 鑫品
美”品牌草莓已通过国家绿色食品
认证，并依托金山草莓研发中心、
贺尔斯草莓学苑，构建从研发、生
产、采摘、销售到观光、会务、餐饮
的品牌全产业链布局，将品牌效应
转化为经济价值，助推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
草莓节期间，由金山区供销合
作社牵头，市果品公司与鑫品美草
莓基地开展对接营销活动，1 月 12
日-14 日，长宁区百联西郊购物中

心举办以品牌草莓为主的优质农
产品展示展销活动。此外，在王子
百货中华新路店、延长路店，市食
品一店南京东路店、五角场店、三
星店和环球港购物中心等 18 家商
场开设专柜销售“鑫品美”品牌草
莓。金山区贺尔斯草莓学苑将同
期推出 DIY 手工制作活动，让市民
游 客 体 验 不 一 样 的“ 草 莓 嘉 年
华”。同时，廊下郊野公园也对外
免费开放，市民朋友不仅可以享受
草莓采摘的乐趣，还能欣赏金山优
美的田园风光，品尝地道的金山农
家菜。
（20 家“鑫品美”采摘基地信息
详见
“上海三农”微信公众号）

享地暖、
孵空调 上海动物园动物温暖越冬
□文/记者 陈宗健
温泉、空调、地暖……这些为人
所享用的解乏与御寒等生活设施，
如今在上海动物园也成了动物们的
共 享 资 源 ，使 园 内 470 多 种 共 计
5000 多头动物在寒潮来袭时，能够
通过各种防寒保暖措施温暖越冬。
据动物园的饲养员介绍，食草
动物们除了日常的青干草、果蔬外，
还专门为它们准备了豆粕、甘蔗、南

瓜、麦芽等。灵长类动物则是添加
了更多的高热量食品如甘蔗、红枣、
坚果类，通过食补来抵御严寒。
在上海动物园，有的动物来自
热带或亚热带地区，因没有冬毛，天
生不耐寒。园内供暖设备则会根据
动物的不同需求启用，除了已准备
了一些厚窗帘、门帘等防寒保温用
品外，有些笼舍内还安装了取暖设
施，如暖气、地热、空调、电热板等。
南美貘宝贝“花朵”去年 5 月诞

近日，浦兴街道摄影联谊会和东方摄影沙龙组织队员，冒着
寒冷赴浦兴敬老院，开展由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新年开展的﹃相伴
家门口，共度欢乐年﹄主题活动。天真活泼的小朋友在老师的带
领下，为爷爷、奶奶送﹃福﹄字中国结以及水果。见到善良纯真的
孩子们，
老人们笑逐颜开。
文 摄/ 通讯员 秦有喜

 抓拍

生在上海动物园。据介绍，南美貘
是南美洲最大的野生陆地动物，主
要生活在亚马孙雨林和亚马孙盆
地，当地气温一般在 20℃左右，上
海冬季的湿冷气候对这些动物来说
无疑是个挑战。为了能让南美貘安
然过冬，饲养员减少了它们户外运
动的时间，还在笼舍里安装了地暖
和空调，将室内温度控制在 15℃左
右，并将象房内的温度也控制在了
10℃以上。

别再让
“冰花”
戴在学童们的头上
【事件回放】 近日，云南昭通一名头顶风霜上学的孩子照片在网上引起
广泛关注。经核实，
“冰花”男孩系鲁甸县新街镇转山包小学三年级的学
生，
因当天气温较低，
家离学校太远，
走路来上学导致头发沾染冰霜。

【微博热帖】
@哲鹏：再穷不能穷教育，再
苦不能苦孩子。面对
“冰花男孩”
，
当地有位教师回想起自己的童年，

【编者观点】
“冰花男孩”是许多高寒贫困
地区求学孩子的写照，折射的是一
个大问题。在转山包小学，他并不
是该校学生走路上学距离最远的
一个，距学校最远的学生要早上五
点半起床，步行 3 小时山路上学。
而在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的昭通市，113 万余名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中就有小学生 13.87 万
人、占在校生总数近 47%。

“回首当年石径远，天寒地冻与君
同”
。这说明寒冬求学的艰辛是一
个老问题。多年来，
一双温暖的手
套、一间暖和的教室，成为一拨拨
孩子的渴望。
面对“冰花男孩”，我们首先要
问一句，上学路既然这么远，为什
么没有校车？
在已经有 14 个城市 GDP 超过
万亿规模的今天，我们要强调的
是，每一个孩子不仅有上学的权
利，同样也有“上好学”的权利，有
上学路上免于挨冻的权利。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精准扶贫，
有些时候，具体而言就是要让“冰
花男孩”这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上
学有车可接，如果无车，在学校也

可以有宿舍可住。
我国的校车安全条例中明确
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保
障学生就近入学或者在寄宿制学
校入学，减少学生上下学的交通风
险；对确实难以保障就近入学，并
且公共交通不能满足学生上下学
需要的农村地区，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障接受义
务教育的学生获得校车服务。
不过好在当地已经在做出相
应的努力。
“冰花男孩”所在学校的
校长向媒体表示，对于上学比较远
的学生，学校准备给他们提供免费
的在校住宿，由老师义务管理。目
前，学校新建的校舍已经完工，春
节后开学就可以投入使用。
应当承认，像昭通这样的贫困
连片地区的脱贫，确实很难一蹴而
就。不过在越是艰难的贫困地区，
或许也越有必要注意，我们的公共
服务、扶贫资金，需真正用在刀刃
上，用在“最弱势群体”、
“最关键领

生活在非洲北部和西亚沙漠一
带的“耳郭”狐喜欢生活在洞穴中，
且也是世界上最小的犬科动物，既
怕冷又怕热。饲养员除了为它们准
备木质的洞穴巢箱、安装地暖空调
保暖外，还为它们准备了柔软的棉
垫。过得最潇洒的也许要数河马
了，在河马馆内，河马还能享用温泉
泡澡的一份冬日里的惬意，而河马
馆的“温泉”水则来自地下深井水，
水温基本能保持在 20℃左右。

■热议⇨⇨⇨

“对于火锅等餐饮行业
餐厨垃圾废料的处理，要
制定明确的标准，回收过
程全程监管，从源头上减
少‘潲水油’流向餐桌。
同时也要加大对不法商家
的惩处力度，食品安全问
题，要通过监管部门带
头，多措并举，形成全社
会合力，才能有望‘净
化’火锅锅底，‘净化’餐
饮行业、食品行业。” 戴
先任认为“净化”火锅锅
底需要监管部门带头，多
措并举，形成全社会合力

■事件众议⇨⇨⇨

域”。在精准扶贫的语境下，孩子
的教育需要优先考虑。这是对最
弱势群体进行优先关怀的内在要
求，也是“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
智”
的题中之义。
舆论聚焦之后，
“冰花男孩”立
即获得了来自当地官方和社会爱
心力量的关注与帮助，但这不该只
是一个网络“热点”的温暖结尾。
透过“冰花男孩”这样的个体的命
运，我们更需看到的是，其背后的
精准扶贫以及基本的公共服务，是
否能够真正落实？
在当前向贫困发起决战的关
键期，必须加大贫困孩子吃饱穿暖
的 保 障 工 作 ，主 动 作 为 、及 早 谋
划。令人欣慰的是，当地政府正加
强困难群众的过冬保障工作，当地
青基会将统一接受社会捐赠并启
动暖冬行动，一些机构也发起定向
捐赠活动。众人一心，让“冰花男
孩”们先暖起来，是精准脱贫、全面
小康的题中应有之义。

■ 点击⇨⇨⇨

上海高速公路通行费可开
具增值税电子发票
据从上海市路政局获悉，即日
起，上海高速公路通行费可开具增
值税电子发票。用户使用 ETC 缴
纳高速公路通行费或充值费，可通
过全国统一的发票服务平台开具
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并实
现税款抵扣。

生态岛建设全球广撒“英
雄帖”
“世界级生态岛”需要怎样的
人才？据悉，崇明新一轮人才发展
政策已发布。根据计划，崇明争取
用 5 年时间引进顶尖人才 10 人左
右、引进和培育领军人才 40 人左
右、高层次人才 1200 人左右、专业
技能人才 8800 人左右，全区人才
总量预期达到 8.4 万人以上。在人
才创新创业、住房安居、落户等
方面，崇明都出台了优惠政策。
人才只要有一技之长并符合生态
岛建设要求，都能在这里施展拳
脚。

共享图书推出两周
人流量已减一半多
在共享经济方兴未艾的背景
下，一家新运营的“共享图书”又出
现在市民的视野中。位于闵行区
七宝万科广场的共享图书线下店
铺已开了两周。闵行区市民董小
姐是该店铺的首批借阅用户。1 月
2 日她刚按期还了 2 本书，上周末
又带着孩子前来选书阅读。但她
观察后认为，上周末“共享图
书”的人流量已不及开店当日的
一半。

“爱心接力站”成户外职工
避寒港湾 今年将计划再
建 1000 家
今年首波寒潮刚刚来临，
“户
外职工爱心接力站”的 93 扇大门也
悄悄开启了。本市“户外职工爱心
接力站”现已建成 93 个，今年市总
工会将会同多部门再建 1000 个。
今年建的站将覆盖金融、教育、电
讯、超市等全市各行各业，
“爱心接
力站”可能开设在药店、超市大卖
场、饭店、电讯等门店，也可能开设
在住宅小区、学校的门卫。

周浦镇兴盛里居委
取缔违规食品加工窝点
周浦镇兴盛里居委防微杜渐，
源头消除隐患，及时依法取缔违规
“居改非”食品非法加工窝点。根
据周围居民反映的相关问题线索，
居委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门查看，
经观察，出租屋内虽未发现有加工
行为，但原材料以及工具已经有了
一定的堆放量，租户极有可能再次
进行食品非法加工活动。经过与
业主的再三沟通，业主最终与租户
提前终止了租赁协议，让该加工窝
点彻底搬离小区，并表示以后出租
房屋时，会在合同中加入该禁止事
项，
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陈军贤
天气预报

申城未来几天
继续晴冷模式
申城近日继续晴冷模式，
后续还有冷空气补充影响，今
日早间的气温比往日更低，预
计中心城区的最低气温将低
至-3℃至-2℃，郊区极端最低
气温可达-7℃至-6℃，白天回
暖 也 不 明 显 ，最 高 气 温 只 有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