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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大地10

“金色绸缎”“绿色地毯”织就沪郊大地

60万米高空看上海农田竟如此壮观
观景台

    油菜花就是崇明一道别致的风

景线。一片片金灿灿的油菜花，像
是铺在大地上的金色绸缎。或许你

在油菜花田徜徉过，或者你用无人
机拍摄过油菜花，但你是否从 60万

米高空的视角来看过呢？
近日，上海市测绘院利用卫星

影像数据监测 2020年崇明区的油

菜长势情况。其中，海洋 1c卫星数
据，反映了崇明油菜种植的整体分

布情况；高分一号卫星数据，以更高
的空间分辨率来对油菜花进行精细

监测。从卫星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
相较于去年同期，崇明油菜种植面

积略有增加，同时受“暖冬”影响，今
年油菜的花期有所提前。

春回大地，正是农户们春耕备
耕的时节。松江区的田间地头一派

忙碌的景象，从卫星上看松江新五
公路、叶新公路附近的农田变化相

当明显。在奉贤的田间地头，近日也

频频现出新气象，像在平庄西路，浦
星公路附近的农田几乎已经成为了

绿色的“海洋”。
金山区是上海主要的蔬菜生产

区之一，常年 10亩以上规模种植面
积约 3万亩。随着春暖花开，金山区

的春种复耕已然全面展开。截至目

前，金山区蔬菜在田面积 3.67 万
亩，春季西甜瓜等经济作物 5000余

亩。从卫星来看，在金山区亭枫公
路、环东二路附近的农田在 3月下

旬的时候，绿色蔬菜田地犹如铺上
了“绿色地毯”。

在其他的一些郊区中，像青浦

区等卫星图像的变化也是非常明
显。据介绍，卫星图上的绿色区域是

分别通过两期高分一号四波段卫星
影像的植被归一化指数绘制而成，

植被归一化指数（NDVI）是根据植
被反射的红光和近红外光的多少来

衡量植被的健康和绿色程度，含有

大量叶绿素的健康植被反射的近红
外光较多，可见光较少。因此，卫星

图中绿色程度越高的区域代表植被
长势越好，可见 3月下旬农田植被

较 1月中旬明显生长。

首席记者 方翔

    “这次休息得够久的，早饭我

们都没地方吃了！”这几天，位于奉
贤区南桥镇解放西路上的老王生

煎终于又开门迎客了，闻讯而来的
老食客们说的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对于一家开了 25年的老店来说，
这些“铁粉”已经跟家人一样了，近

两个月不见，都感觉十分想念。

老食客催开门
老王生煎属于“屏”得比较牢

的，全家的收入都靠小店撑着，但

他们还是硬生生休息了 50 多天，
直到最近感觉“安全”了才开门。说

起原因，老板娘小顾直言道：“不想
被感染呀！毕竟我们店里做生煎的

阿姨爷叔都上了年纪，属于高危人

群！”老食客们想念得紧，就时不时
打电话、发微信，询问他们有没有

开门。这几天刚开门，由于客流量

比以前少，早上营业时间从 5点延

后到了 5:45，中午还是一样“任性”
地 12:30关门。原来前来堂吃的有

一大批“小铁粉”，现在家长怕不安
全，都选择打包带回家，这也让店

里少了不少孩子的欢声笑语。“生
意总会越来越好的，一切都会恢复

正常的”，对此，小顾充满了信心。

节令新品推人气
逐渐“复苏”的还有南桥镇最热

闹的人民南路商业街，在这条路上，

不少奶茶店、烧烤店、服装店、美甲
店等店铺都恢复了营业，就连街边

的修脚店里都开始有人在修脚了，
空气中又有了往日的“烟火气”。

老盛昌汤包馆在疫情期间只

提供外卖服务，直到两星期前才恢
复堂食。除了最受食客欢迎的传统

汤包外，清明时节，店内还早早上
新了青团这样的时令美食，不仅有

传统的豆沙味，还推出了咸蛋黄肉
松味，颇受市民欢迎。来店堂食的

顾客也很自觉，不需要工作人员提

醒，都选择错开落座。店内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因为疫情尚未结

束，店内推出了不少半成品，推荐
顾客外带或外卖，拿回家自己稍加

加工，一样是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长队回来了
在华栗王门口，熟悉的排队场

景又出现了，虽然没有往日那么长，

但对于受疫情影响的南桥街头来说
已经是久违了的。小小的门面，20几

年来，一到栗子上市季节顾客都排
起了长龙，满街飘散的栗子香带来

了冬日的温情。当然，现在排队的顾

客都会自觉保持一定的距离。虽然
这家只做外卖的街边小吃店疫情期

间一直开着，但生意相较过往还是
下降不少。店员告诉记者，最近的人

慢慢多了起来，上周双休日，门口又
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熟悉的场面让

店员们很高兴也充满感慨。
本报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杨珺

从田头到镜头
“抖音”抖出农产品销售新天地
    一次性桌布当披风，腰间别着

油菜花，一手握桃花，一手拿农具
⋯⋯最近，剃着板寸头、心宽体胖略

带喜感的阿萍成了网络短视频女主
角。视频里，阿萍伴随着抖音热曲

“寒江孤影”，精神抖擞地去田里干
活。“咋去，阿萍？”她响亮地回答：

“田里厢去”。

阿萍是地道的农民，性格爽朗，
做事麻利，平日里采瓜、拣菜都不在

话下。让她当上女主角的“导演”，正
是上海田地甜蔬果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施雷。他说，“这也是被疫情‘逼’
出来的新零售转型之路。”

“新农人”学短视频
因为疫情，不少合作社都面临

着或大或小的销售困境。不过，在施

雷看来，合作社也因祸得福，被“逼”
走上了转型之路。“要不是疫情，我

们尝试短视频推广的想法未必会这
么快落地。”

去年年底，施雷开始接触抖音

短视频。“当时我就想，特色农产品
能不能通过这样的平台进行推广。”

今年 3月，上海市农业广播电视学
校、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推出了一

系列网课。浦东新区大团镇集体资
产管理事务中心前期梳理摸底情

况，推荐了镇内多名有想法的“新农
人”“农二代”参与“上海农场主短视

频直播特训营”，学习新零售模式，
其中就有施雷。就这样，他第一次系

统地了解到电子商务、短视频和直
播带货。“听了老师的讲课，我才知

道短视频里有这么多机会。”
买回了拍摄短视频

和直播所需的各种

设备后，施雷开始

尝试创作视

频脚本。“我想先通过一些短视频

‘吸粉’，等有一定粉丝基础后，再开
始直播卖货。”然而，剧本创作并不

容易。一开始，他以自己为主角拍摄
了几段短视频，但不够吸引人。于

是，他想起了合作社的阿萍。“阿萍
朴实能干，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形象，

而且她身材胖胖的，更有喜感。”施

雷说，他想拍摄阿萍一系列劳作过
程，把大团镇优质农产品展现出来，

推广“田里厢”品牌，帮助合作社及
周边农民销售。“在剧情方面，除了

田间劳作，我还尝试融入一些阿萍
搞笑的日常生活，更吸睛。”

“一搭一唱合力卖货”

从 3月 23日推出第一部短视
频“田里厢去”开始，不到十天，施雷

陆续在合作社的抖音账号上发布了
5部短视频。其中，第二部“阿萍出

征”收获了近 5000个播放量，粉丝
也增加到 163人。

出乎意料成了网络女主角，让

阿萍乐在其中。“第一次做‘演员’挺
有意思的”，阿萍说，视频里展现的

就是她平时的工作状态，倒也不难。
“有时候剧情里会有些搞笑片段，我

也觉得蛮好玩的，只要大家觉得好
我就会继续演。”

最近，施雷又以甜瓜即将上市
为契机，计划创作“甜瓜三部曲”

———阿萍看瓜、阿萍测瓜和阿萍吃
瓜。按他的设想，等到粉丝数超过

1000 人，就开始直播卖货，“到时
候，我负责介绍推销，阿萍负责演

示，我们一搭一唱合力卖货。”
大团镇有关负责人表示，合作

社“触网”求变是现下形势所迫，也
是未来必然趋势。未来，镇

里还将继续引导合作社

参加各类新农业培

训班，带动镇内合作
社共同发展。

本报记者 宋宁华
通讯员 沈馨艺

■ 阿萍正在

田间拍摄视频

郑峰 摄

奉贤餐饮店重现“烟火气”

南桥的“老味道”又回来了

■ 3月中旬海洋卫星影像 ■ 3月奉贤区部分农田长势情况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 通讯

员 金丽娜）上海的蔬菜育苗方
式正在向集约化、机械化转变，在

奉贤区就有三家集约化蔬菜育苗
基地，机械化的集中育苗方式大

大提高了蔬菜生产效率。
走进青村镇陶家村的一家集

约化蔬菜育苗基地，在春日的阳

光下，育苗棚里暖烘烘的，放眼望
去都是碧绿的种苗。只见种苗上

方悬挂着一条长长的金属“手
臂”，随着“手臂”的匀速移动，20

多个黑色喷头均匀地将水、肥喷
洒到种苗上。上海贤瑞农产品产

销专业合作社总经理卓昌盛指着
运作中的悬挂式喷水车说，“现在

育苗的机械化程度提高了，这台
机器可以自动往返、计数，不仅可

以洒水，还可以按比例施肥。”

育苗前的播种阶段也实现了

机械化操作，全自动的播种流水
线囊括了基质搅拌、填装、播种、

撒料、浇水等步骤，只需要 3-4人
进行空盘放置等简单操作，每小

时能完成约 500盘的播种量。这
些种子在暖烘烘的催芽室里待上

24小时，就会变成绿油油的种苗，

在育苗棚里慢慢长大。

据介绍，这家蔬菜育苗基地

主要服务于奉贤当地的种植户，为
他们提供甘蓝、白菜等优质种苗。

“从疫情开始到 3月份，已经育了
300多万株种苗。”卓昌盛说，“出棚

的种苗约为 270万株。”这些种苗
为春季的蔬菜供应提供了保障。

机械化育苗助力春季蔬菜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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