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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唐镇南曹便利店遗失酒类商品零售许可证(副本)，编号：

0315030103007422，负责人：庄培玉，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上海韩浜餐饮有限公司即日起注

销 ，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

310115001167606，法定代表人：唐朝

阳 ， 证 照 编 号 ：

15000000201011010149，企 业 标 识 ：

15000003200911110031X，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主办：浦东新区科协 浦东时报社

科普生活馆科普生活馆

如何辨别新茶和旧茶
新茶色香味俱佳，旧茶色香味欠佳，

放置时间长的茶叶，喝了对人体不但没有

好处，反而会产生副作用，比如口味发涩、

喝后胃胀等。那么，如何区分新旧茶呢？

1、观色法：新茶颜色鲜、绿意明显，旧

茶则色泽发暗、发黑，绿意明显比新茶差。

2、干湿分辨法：新茶上市，刚刚炒出

来，除非商家造假，一般比较干燥。旧茶

因放置时间较长，返潮影响会使茶叶手

感稍重，用手摩擦，没有那种轻脆的摩擦

音。

3、辨味法：新茶香味浓郁，新鲜自

然，旧茶香味偏淡，缺少鲜味。个别商家

将旧茶熏上香味，但这样的茶香味不够

纯正，只要仔细，一般能够辨别出来。

4、辨别细毫法：许多绿茶炒制成型

后，能够形成自然的细毛，这样的茶叶一

般是芽尖，价钱比较贵，喝起来口感清

爽、甜香，是茶叶中的上品。但放置时间

长了，会使细毛凝聚成不易察觉的小团，

这样的茶叶泡出来的水色香味都打了很

大的折扣。而新茶细毛自然连接在叶片

上，尚未脱落，仔细辨别，可以辨别出新

旧茶的差别。

新鲜绿茶最好放在冰箱的冷冻室，

如温度在 5摄氏度以下，可储存一年以

上。放置茶叶的容器必须密封良好。需

取用品饮时，最好将茶叶拿出来放一段

时间，让茶叶容器在空气中“回回水”，适

应一下外界的温度再泡饮，效果更好。

“请问，您知道唐镇吗？”笔者有幸参与过这样一

个社会调查。有意思的是，无论老上海还是新上海

人、普通居民还是机关人员，问到唐镇时，他们都能娓

娓道来。

“资深”的阿叔、阿姨会告诉你，以前号称“远东第

一堂”的天主堂——露德圣母堂就在唐镇，那可是跟

佘山圣母堂齐名的朝圣地。那些来上海奋斗打拼的

新上海一族则会立刻说出仁恒、绿城等一串高品质住

宅小区的名字，美丽的居住环境、现代时尚的生活方

式，让他们心驰神往。

唐镇，成陆于唐末宋初，地处浦东新区腹地。唐

镇，传承千年华夏文化的精髓，也创造出内涵丰富、多

姿多彩的现代文明。千年前的唐镇，阡陌交通，鸡犬

相闻。古建筑相当集中，大多都独具江南民居特色。

星移斗转，今日的唐镇在浦东新区发展版图中，依然

处于中心位置，它西面是张江高科技园区，南面是川沙

新城和迪士尼乐园，北面是银行卡产业集聚区，与金桥

经济技术开发区相距不远。正是这样的历史积淀和区

位特质，为唐镇在后续发展中，规划建造高端居住区增

添了浓重的一笔。不少房地产业内人士一致认为，唐

镇核心区域将会成为上海最大的国际化社区。

唐镇，从成陆到现在的 1000多年，虽行政建制多

有变迁，但唐镇人民始终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建设着心

中的理想家园。近日获悉，唐镇人民为建设更健康、

更时尚的新唐镇家园，正筹划完成一条便民利民的橘

子步道。于是，爱心人士们“不淡定了”，群策群力后，

一个橘子的公益大行动诞生了。

（未完待续）

穿越城市历史，寻找最In生活

唐镇站，橘子公益大行动

千年文化积淀 催生最In生活

■本报记者 陈烁 浦东报道

“双 11”购物狂欢将来临，今年天猫

又增加了“跨境购”业务，检验检疫部门

特意提醒“海淘族”：选购海外物品要慎

重，不要购买酸奶、海参、燕窝、肉类、水

果、蔬菜等禁止携带、邮寄入境物品，以

免触碰法律红线，造成不必要损失。

据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介绍，根

据规定，活动物、肉类、动物源性奶及奶

制品、新鲜水果及蔬菜、植物繁殖材料等

16 类动植物及其产品，均属于明确禁止

携带、邮寄入境的物品。在查验中如有

截获，检验检疫机关可依法对上述违禁

品作销毁或退运处理，并可对收件人处

以最高5000元人民币的罚款。

近些年，随着海外购物的兴起，检验

检疫部门查获了大量此类违禁品。在上

海国际邮件处理中心，负责出入境邮寄物

检验检疫工作的上海铁路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工作人员介绍，近期截获了大量进境

的酸奶，这些酸奶大部分来自法国、德国、

奥地利等欧洲国家。据与收件人联系，多

为年轻妈妈购买作婴儿辅食之用。

据了解，易感动物偶然接触到含奶

或奶制品的泔水、废弃物会引起感染，这

也是口蹄疫传播途径之一，故世界各国

普遍禁止携带、邮寄奶粉以外的几乎所

有奶及奶制品入境，我国也不例外。酸

奶属于动物源性奶及奶制品，为国家禁

止邮寄进境物。截至今年 10月底，上海

邮检现场已截获140多批，近1万盒酸奶。

除酸奶外，海参、燕窝等物品也是节

日查获违禁物品的重点。今年以来，上

海邮检现场已截获海参 69批，共计 112.6
千克，同比增长 108%；截获燕窝 32批，同

比增长256%。检验检疫部门有关人士表

示，海参等水生动物产品很可能携带沙

门氏菌、寄生虫等；而未经加工的燕窝不

仅涉及携带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风

险，也存在食品安全（如亚硝酸盐超标）

问题，因此水生动物产品及罐头装燕窝

除外的其他燕窝产品一律禁止携带、邮

寄入境。

据悉，在“双 11”到来之际，上海检验

检疫部门将全天候查验，对进境邮件加

强查验，对恶意邮寄行为加大查处，甚至

追究法律责任。

酸奶燕窝等禁止携带或邮寄入境
“双11”将至 海淘一族须慎买

■通讯员 丁国琪 浦东报道

一根长1.6米，直径约8厘米的普通

毛竹杠棒，伴随一位老人已 43 年。自

2005年动迁入住小区后，家里的旧家俱

等都已相继舍去，唯独这根杠棒仍旧像

宝贝一样被珍藏着。老人说：“当年靠

着这根杠棒，在经济最困难的年代养活

了 5个子女，供他们上学读书。现在虽

然日子越来越好，但不能忘了过去那段

历史，这根杠棒是见证！”

老人名叫卫振豪，今年83岁。

1947 年，家住曹路镇民众村的卫

振豪去上海一家小工厂当学徒，新中

国成立后，他成为一家国营企业的职

工。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

害期间，卫振豪响应号召回家务农。

他从小外出当学徒，不会做农活，每

天挣的工分很少。看到 5 个嗷嗷待哺

的子女缺吃少穿，卫振豪无能为力。

1963 年，他得知曹路粮库要招收几名

粮食搬运工，赶紧报了名。那时的搬

运工就靠一根杠棒一根绳子，两人每

次需肩扛四五百斤的重物。搬运工工

作尽管十分劳累，但收入还可以。当

时搬运一吨粮食只有几毛钱，生产队

还要收取一定管理费，每月收入 30多

元，这要比他种田多好几倍，既解决

了全家七口人的吃穿，又能供几个子

女上学读书，杠棒生涯伴随老卫整整

8 年。老卫说：“8 年中，使用的杠棒

断过两根，至今保留的是第三根杠

棒。”

1971 年，老卫享受政策，下放工

人重新进国营厂当工人，他被分配到

水泥厂工作。随着工资逐年增加，以

及子女也逐个参加工作，老卫一家的

生活摆脱了贫困。

大半生的辛劳也练就了老卫强健

的体魄，尽管已 83岁高龄，但他脸面

红润，精神抖擞。“现在我们大家庭已

四世同堂，也已是长辈的五个子女至

今没忘小时候分吃一根棒冰的事。只

有牢记当年的苦，才能知道今天的

甜。”老卫说。

近日，曹路镇开展“践行好家

训、展现好家风”活动，老卫一根杠

棒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

一根杠棒珍藏43年
—— 一位老搬运工的故事

■通讯员 俞泓光 浦东报道

11月 2日、3日，来自江苏扬州、苏

州，浙江杭州，上海宝山、杨浦、浦东等

地的 12支舞蹈团队云集浦东泥城镇，参

加第十六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缤纷长

三角·浦东泥城杯”乡韵舞蹈邀请赛。

位于东海之滨的浦东泥城历史文化

底蕴深厚，在临港大开发的热潮中生机

勃发，近年来文化建设也硕果累累，推

出了一批原创乡韵舞蹈 《稻香记忆》、

《熬波图》 等，在浦东新区和本市的各

类舞蹈比赛中频频获奖。本次乡韵舞蹈

邀请赛旨在打造泥城的群文新品牌，进

一步加强与长三角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学

习。

■通讯员 蒲萱 浦东报道

10月 30日，由浦东图书馆主办，浦东

图书馆南汇分馆承办的“中国梦·家乡美”

书画名家讲座暨书画笔会活动举行。

讲座及笔会活动邀请了宋庆军、潘金

林、张良、朱纯洁等浦东本土的书画名家，

为书画爱好者传授楷书、行草、花鸟画、山

水画等书法绘画知识。30 多位书画爱好

者汇聚一堂，挥毫泼墨，以笔会友，共同切

磋书画技艺、交流经验心得。

■本报记者 赵天予 通讯员 黄六根

日前，洋泾街道第七届文化艺术节

暨第十四届群众歌咏比赛于日前举行。

本次比赛的主题为“颂歌献祖国，

唱响中国梦”，共吸引了来自15家单位和

社区合唱团，近 600多人参加。“参赛单

位都勤奋排练，认真备赛，充分展示了

社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社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作为社区文化品牌活动

之一，洋泾社区群众歌咏比赛的参与人

数逐年增多。“我们希望能吸引更多的人

参与其中，让这项品牌活动焕发出青春

和活力。”

■通讯员 孙丽娟 浦东报道

川沙新镇与公安浦东分局川沙分区指

挥中心联合开展的“警营开放日”于近日启

动。

活动当天，来自川沙六灶社区、六团社

区的 60 余名居民代表来到川沙分区指挥

中心，观看了反映川沙公安组织架构的宣

传片，了解川沙公安组织的运行情况。代

表们还依次进入指挥中心的情报平台、讯

问室、器械装备室以及特警训练室，现场观

摩规范化的办案流程，实地感受公安干警

的工作和生活。在特警训练室，大家见识

到了各类先进的特警装备器材。

11月2日，由浦东新区总工会主办，航头镇、新场镇、宣桥镇、惠南镇、老港镇、南
汇工业园区总工会以及新区工惠职工培训中心协办的浦东新区2014年维修电工技
能比武在临港科技学校举行。来自各镇和园区企业的52名电工技能好手通过选拔
进入决赛比拼。据了解，此次比武参照国家职业资格维修电工技能鉴定模块考核内
容进行。为确保每一位参赛选手安全、规范操作，新区工惠职工培训中心提前对参
赛选手进行了相关培训。 □本报记者 黄静/文 朱泉春/摄

泥城举办长三角
乡韵舞蹈邀请赛

浦东图书馆举办
书画名家讲座

洋泾举办
群众歌咏比赛

川沙开展
“警营开放日”活动

浦东总工会举办电工技能比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