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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文娇 浦东报道

近日，上海率先推出了“露地种植绿

叶蔬菜气象指数保险”（以下简称“蔬菜气

象指数保险”），这是在全国范围内首次以

露地种植绿叶蔬菜作为保险标的的气象

指数保险。

据悉，在已签发的 32张保单中，浦东

的地杰蔬果专业合作社和皖翔蔬菜专业

合作社两家企业投保“蔬菜气象指数保

险”120亩。

据了解，“蔬菜气象指数保险”在保监

局、上海市农委、上海市气象局的指导和

支持下，由安信农保推出，以“夏淡”期间

露地生产的青菜、鸡毛菜为保险标的，保

险期间为今年7月6日至8月14日，试点面

积 1 万亩，覆盖上海市 9 个郊区、县。其

中，保费的 30%由农户自缴，70%由市、区

两级财政予以补贴。依照保单条款，菜农

每亩只需自行支付30多元保费，最高即可

获赔1200多元。

农业专家表示，天气预报再准、再及

时，农田设施再牢靠，一旦遇到特别恶劣

的天气，蔬菜种植户遭受一定的损失还

是不可避免。地杰蔬果专业合作社总经

理顾旦告诉记者，对于种植蔬果的农业

合作社来讲，收成很容易受天气影响，最

近正是高温多雨时节，购买“蔬菜气象指

数保险”对合作社来说是一个保障，这样

即使因为天气因素导致收成损失比较大

的时候，合作社也可以有一定的再生产

资金。

记者了解到，“蔬菜气象指数保险”

通过数学建模，找出气象因子和农作物

损害结果之间关系，确定指数保险费率、

赔付标准、赔付触发值。保险期间内，采

用绿叶蔬菜整个生长期内的平均气温和

累计降水量作为理赔依据，一旦达到保

单约定起赔点，即按照相应的赔偿标准

进行理赔，克服了原有蔬菜种植保险查

勘定损难、理赔时间长等缺点，简化了理

赔程序。由于该险种不以实际损失情况

作为理赔依据，促使了投保农户提高防

灾防损能力、及时参与救灾。

截至7月22日，安信农保已签发“蔬菜

气象指数保险”保单 32张，为 32家农业生

产企业及合作社共计 4019亩青菜提供了

442.5万元风险保障。不过由于这款保险

产品与其他的蔬菜险种并不能重复投保，

因此目前保单数量并不多。

本市首推“蔬菜气象指数保险”
浦东两家农业合作社投保120亩

■实习生 徐阳 本报记者 张琪

好不容易解决了上海户口问题，有了

参加上海中考的机会，可是，“黑小囝”居然

不想参加中考！这个想法很难让奶奶接

受。日前，记者再次见到“黑小囝”时，他已

改变了主意：“有了户口，改变了我对未来

的看法，现在我打算好好准备中考了。”

“黑小囝”小龙家住北蔡，是朱水宝15
年前拣来的。今年，在各方共同关注下，

小龙终于获得了合法身份。

“我要给这孩子一个身份”

15年前的一个大热天，朱水宝出门买

菜，在路边的草丛里发现了一个黑乎乎、

满身痱子的婴儿。襁褓内只有一张纸片：

生日8月1日。

那年朱水宝 60岁。她抱起孩子，环

视一周，看到不远处一个女人正注视着她

的举动，正当她抱着孩子想走向前时，那

女人掉头就走。

回到家，无论朱水宝怎么搓洗孩子，小

孩子的皮肤依旧黝黑。她这才意识到，自

己捡到的是个外国黑孩子！她想：“孩子得

有个名字，建军节出生，那就叫朱军龙。”

一个月后，黑孩子的事在邻里间传开

了。不少人跟朱水宝说：“你应该把孩子

送福利院。”朱水宝为孩子买齐了两大袋

零食和玩具，找到了村支书，并在其陪同

下来到了福利院。院方却表示：没有身份

证明，外国孩子无法办理入院手续。这样

的答复令朱水宝如释重负，“从今天起，我

收养小龙不是因为不遵守法律，而是出于

道德情谊。”嘴上这么说着，朱水宝心里却

打定了主意，“不管如何，我要给这孩子一

个身份，还要每五年有个计划，等到他成

家立业那天，我才能安心。”

第一个五年：接受身世

朱水宝的大儿媳告诉记者，婆婆第一

次把孩子带回家，全家人确实大吃一惊，

但很快就达成共识：“家里条件虽然不富

裕，但拼拼凑凑养活一个孩子没问题！”

家人能接受孩子，但孩子却没那么容

易接受自己。“他太没安全感了。”朱水宝

回忆道，“小时候邻居开玩笑对他说，你再

这样，就把你送回外国去。他害怕了，赶

紧往回逃，肩膀竟一下子脱了臼。”小龙13
岁时，每晚仍坚持和奶奶睡。

为让小龙融入正常生活，朱水宝始终

坚持一视同仁。“该教育则教育，不能宠

溺。”朱军龙从小调皮，上学宁愿翻墙也不

走正门，为此没少挨打。有一次，小龙在

翻墙落地时被隔离带割破了裤子，回家后

朱水宝准备“教训”小龙，而她的手还未落

下，小龙就哭了出来，“我不是亲生的，你

们都要打我。”朱水宝一愣，“你不是亲生

的，但我在你身上花的精力比自己亲孙子

都要多。”朱水宝说着，眼眶开始湿润，“你

弟弟，也是奶奶的孙子，但为了陪你，你看

奶奶有和他一起睡过吗？”说完朱水宝起

身就往屋里走，她没有再多说一句话，只

是拿出针线，缝着小龙被割破了的裤子。

第二个五年：孩子上学

“黑小囝”上小学，由于没有户口，颇

费了点周折。然而，在媒体的关注下，他

还是如愿进了教室。

小学第一天开学，朱水宝亲自带小龙

来到教室，看到小龙安定地坐在课桌前，她

转身找到了班主任，“夏老师，你别看小龙平

时大大咧咧，内心却特敏感，他犯了错能不

能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批评他。”第一个礼拜，

班主任每天都利用课余时间，带着学生做

游戏，目的是尽快让小龙融入整个班级。

上初二时，朱军龙身高已 1.8 米了。

身强体壮的他是学校里的“老大”，其他班

的孩子与他不熟，下了课总会成群结队趴

在窗口观望。对于这些异样的眼神，有一

天，小龙终于按捺不住，找朱水宝哭诉：“奶

奶，我不愿意出去，大家都说我是小黑人。”

朱水宝劝导他，“学校里大家都把你当老

大，既然如此，老大就要有老大的心胸，要

带朋友们上正路。”小龙打开了心结，下课

后主动找其他班的同学交朋友。

第三个五年：未来方向

没有户口，没有身份，小龙曾经以为

自己没有未来，学习不努力，只爱打游戏。

看着每日抱着电脑的朱军龙，朱水宝

担忧不已。她问：“小龙，你不参加中考，可

以。但你要告诉我，未来准备怎么在社会

上生存？”朱军龙向奶奶透露了心思：电器

行业发达，未来找师傅学机修。朱水宝觉

得这也不错，于是叮嘱他：“修电器都需要

高科技技术，没有知识和文化可做不了。”

然而，暑假过了一半，当记者再次来

到小龙家中时，他已改变了想法：“我现在

又想做厨师了。给自己和家人烧好吃的，

多有成就感。”而且，他想做高级厨师，中

考要考出像样的成绩才有机会。“我现在

每周上英语课特别认真。”提起英语课，朱

水宝告诉记者，一个月前，家住虹口的一

对美国夫妇主动找上门，愿意免费为小龙

补习，每周一次，全英文授课。

记者问他，那你想去国外找爸妈吗？

小龙说，“拜托，又是这个问题。”大家都笑

了：小龙对于未来的设想纵使千变万化，

只有一点是不变的——他更在乎的是奶

奶的养育之恩，去哪都会带着奶奶。

15年养育终获合法身份

“黑小囝”全力以赴备中考

■本报记者 吴燕 浦东报道

2014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第二批

本科院校录取工作已于 7月 28日基本结

束，共录取考生 1.8万余人。高职（专科）

批志愿填报今明两天举行。市教育考试

院特别提醒：高职（专科）志愿填报和5月

份志愿填报的方式一样，应届生须前往毕

业中学、往届生须前往自己所在区县招

办，填报高职（专科）志愿。

记者了解到，参加本市 2014年全国

普通高校招生统一文化考试而未被录取

的考生（包括5月份填报第一次志愿后未

被录取考生、办理过5月份志愿撤销手续

的考生、5月份未填报志愿的考生）均可

参加志愿填报。高职（专科）批次，提前批

可填报2所院校志愿（不包括公安专科），

艺术、体育类可填报 4所院校志愿（须取

得艺术、体育类专业考试合格证）。提前

批和艺术、体育类志愿不得兼报。普通高

职（专科）平行志愿可以填报8所院校；每

个院校均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

据市教育考试院发布的高职（专科）

阶段的招生计划，今年高职（专科）提前

批共有 10 所院校，计划招生 582 名；艺

术、体育类共有 26所院校，计划招生 895
名；普通高职（专科）平行志愿共有 126
所院校，计划招生 7591名。高职（专科）

志愿填报结束并汇总统计后，会根据高

职（专科）文、理科招生计划和填报志愿

考生的语、数、外 3 门科目成绩频数表，

划定今年高职（专科）批录取控制分数

线。未被高职（专科）提前批或艺术、体

育类专业录取，不会影响其后平行志愿

的投档录取。

此外，为鼓励考生报考外省市院校，

高职（专科）平行志愿投档中，如外省市院

校线上生源不足，在征得院校同意后，给

填报过该校志愿的考生合成总分加20分

投档的优惠（加分后必须达到高职（专科）

批录取控制分数线）。外省市高职（专科）

院校接收的考生电子档案中考生成绩仍

然是高考总分（不含 20分的加分），由院

校按招生章程进行审核录取。

上海高考二本录取1.8万余人

今明两天填报高职（专科）志愿

主办：浦东新区科协 浦东时报社

科普生活馆

酸奶饮用不当不保健还伤身（二）

三、多喝酸奶并不能减肥。

酸奶确实有一定的减肥效果，主

要是因为它含有大量活性乳酸菌，能

够有效地调节体内菌群平衡，促进胃

肠蠕动，从而缓解便秘。而长期便秘

和体重增加有一定的关系。而且酸奶

还具有一定的饱腹感，轻微饥饿时喝

一杯可以有效缓解迫切的食欲，从而

减少下一餐的进餐量。但是不要忘

记，酸奶本身也是含有一定热量的，其

热量要比牛奶高一些，如果在原有膳

食基础上额外多吃，同样会引起体重

增加。

最好的办法是选择标有脱脂和低热

量字样的酸奶，虽然它们的味道不如全

脂酸奶那么浓郁醇厚，可是热量低，不会

使热量在体内很快堆积而发胖。

四、最好别拿酸奶充饥。

当你饥肠辘辘时，常常会抓起一杯

酸奶一饮而尽。这样确实能缓解一下饥

饿的感觉，但是最好别拿酸奶充饥。因

为空腹时胃内的酸度大，酸奶所特有的

乳酸菌易被胃酸杀死，其保健作用会大

大减弱。还是在饭后 1—2小时的时候

再喝吧，此时胃液被稀释，胃内的酸碱度

最适合乳酸菌生长。另外，在晚上喝酸

奶好处也更多一些。记得喝完酸奶后，

特别是晚上喝完后，要及时刷牙，因为酸

奶中的某些菌种及酸性物质对牙齿有一

定的损害。

近日，正大广场联合上海菘彦文化、易试互动推出《猪在囧途》、《爱丽丝去哪了》两
部多媒体互动儿童音乐剧，让孩子们在享受娱乐体验的同时学习正能量。

正大广场三楼黄金大道被打造成亲子小剧院，演出的两部剧都传播着正能量，《猪
在囧途》培养孩子善良勇敢及团队合作的精神，《爱丽丝去哪儿了》教会孩子感恩、懂得
爱和诚实的品格。据悉，这是正大广场首次在商场内引入儿童音乐剧。演出将持续至
8月17日，每天上演4场，其间还将设置公益场，正大广场将组织农民工子弟学生和自
闭症儿童免费观摩。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蔡丽萍/文

正大广场上演儿童音乐剧

昨日，一老一少两位市民从张贴着新公益宣传海报的前程路工地围栏前走过。据了
解，2014年是浦东新区创评全国文明城区的迎检关键年，浦东新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办公室、浦东时报社共同开展了“浦东新区文明单位创建暨风采展示活动”。前程路新增
的4组公益宣传海报，内容由中央文明办、浦东新区文明办“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文
明单位风采展”三部分内容组成。同时，浦东新区各乡镇街道的工地、路边围墙也正在开
展相关工作，形成“同创共建”文明城区的整体氛围。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唐朝/文

风采浦东墙风采浦东墙 文明迎复评文明迎复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