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一座老牌的世界级中心

城市。

遵义，一座中国历史上具有转

折意义的西南山城。

上个世纪初，一群人从上海市

区的黄陂南路启程出发， 越过高

山、大河，历经艰辛，进入遵义城，

在一座小楼里，开启了中国共产人

独立自主解决自身问题的发端。

这是上海与遵义， 为新中国

的命运第一次历史性地“握手” 。

这种“握手” ，在几十年后，新

中国建立后， 面对复杂国际形势

时，再次“握手”———大批上海专

家、工程师、技术工人和知识青年，

从东海之滨、黄浦江畔出发，翻越

千山万水， 来到红军山下的遵义

城，拉开建设祖国西南的序幕。

遵义城里的“上海路” ，承载

了这段光荣历史的记忆， 也是今

天人们追溯沪遵情感交融的真实

见证。

进入新时期，上海、遵义再度

“握手” 。

一片茶叶，一棵蔬菜，是延续

两座城市间情感的“新使者” 。

遵义是《茶经》记载的古老

茶区，规模贵州第一，全国前列。

全市现有茶园面积 200 万亩，覆

盖 27 万户农家 100 多万农民，茶

农人均收入 7000 多元。 其中，涉

及贫困户 1.26万户 5.7万人。

遵义红、遵义绿、湄潭翠芽、凤

冈锌硒茶、余庆苦丁茶、正安白茶，

这些源自低纬度、高海拔、多云雾

地区的“遵义茶” ，染绿了长江上

游的大山，也富裕着山区群众。

茶业，渐成遵义市乃至贵州省农

村产业升级、产业革命的主导产业。

带着大山森林间的清新，生态

的、干净的“遵义茶” ，成为新时

期上海市民与遵义人的新纽带。

作为贵州茶代表的湄潭翠芽、遵

义红，成为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办

公用茶。

上海市的一位领导表示，全国

可供选择的茶很多， 但优先选择

“遵义茶” ，是因品质、价位和情感

的因素决定。

但一片茶叶的纽带，不仅于此。

2016年， 经上海市牵线搭桥，

遵义市政府与联合利华（中国）有

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目前可持续

发展茶园建设已完成雨林联盟认

证面积 4.1 万亩，计划 2020 年完成

10 万亩； 建立茶及植物提取加工

厂，遵义茶溶天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在汇川区高坪漕河泾工业园加

工厂基本建成， 今年 11 月可投入

生产；开展茶叶实用技术和雨林联

盟认证培训四期， 培训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 茶农 560 人；2018 年

“立顿” 遵义红、遵义绿袋泡茶新

产品推出。

进入新时期，上海、遵义两座

城市间的“握手” ，已超越了一片

茶叶的情感。

遵品入沪、沪客游遵、沪企入

遵、沪才援遵……上海市先后投入

资金 7.5亿元，实施项目 550 个，帮

助遵义 826 个贫困村出列， 助推

42.61万贫困人口脱贫。

在“中央要求、上海所能、遵义

所需”原则指导下，心意相通、不惧

山海之远的两座城市情感，还把触

角延伸到更多领域， 习水麻羊、道

真菜菇……沪遵两地携手打造东

西部扶贫协作示范区、升级版。

从上海市区黄陂南路出发的

人们，越过千重山、万重浪，已驶入

蓝海。

一片茶叶成就

沪遵新时代的“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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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例免费试管婴儿”公益活动启动

贵州睿德迩妇产医院助不孕夫妇圆梦

5 月 1 日，由贵州睿德迩妇产医院主办的

“100例免费试管婴儿” 大型不孕不育公益活

动正式启动，将针对不孕不育困难家庭提供救

助和帮扶，圆不孕不育患者的“求子梦” 。

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国家计生委发布的数

据显示， 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 从 20 年

前的 2.5%-3%攀升到近年 12%-15%左右，患者

人数超过 5000 万。 治疗不孕不育的主要方法

有药物治疗、 手术治疗以及辅助生殖治疗，其

中辅助生殖是治疗不孕不育的重要手段之一，

相比另外两种治疗方法有更高的怀孕率。 辅助

生殖技术的主要范畴包括人工授精（AI）和体

外受精 - 胚胎移植（IVF-ET）及其衍生技术

两大类，临床数据统计显示，不育患者中至少

有 20%的夫妇，必须借助辅助生殖才能实现生

育。

作为一家经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审批可开

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院，贵州睿德迩妇产

医院一直致力于为广大不孕不育夫妇提供高

效便利、专业、安全、规范的诊疗服务。 为了更

好地服务于不孕不育患者，帮助广大不孕不育

家庭解决助孕治疗经济压力大的现状，医院于

2019.5.1 至 2019.5.31 期间，推出“免费试管

婴儿治疗” 公益活动，提供“免费试管婴儿治

疗” 名额，即不孕夫妇双方免费接受贵州睿德

迩妇产医院提供的试管婴儿治疗，让更多的患

者有机会有条件享受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这

一现代诊疗技术，为不孕不育家庭解决生育难

题，给更多的家庭送去孩子的笑声，实践服务

大众，奉献社会的办院理念，为创建和谐社会

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

为确保每一位患者得到最科学规范的治

疗，贵州睿德迩妇产医院邀请了权威专家和学

科带头人为患者会诊， 并建立不孕不育档案，

为患者提供跟踪随访。

凡符合条件的生育困难患者可拨打

0851-85512512 公益专线报名，或扫描以下

二维码报名

扫描二维码报名

(黔)医广［2019］第 03-07-02号

本报讯 4 月 29 日，“黔茶出

山·风行天下” 贵州茶产业推介活

动，走进江苏省南京市。 “贵州山

好、水好，山货更好！ ” 多次到过贵

州铜仁的江苏省一位领导说，希望

能以铜仁茶为契机，让两地的合作

更密切。

梵净山脚下的铜仁市，所有的

区、县都适合种植好茶。早在明代，

梵净山脚下的茶叶，就被作为进献

的贡茶，沿乌江一路而下，进入长

江，送往位于南京的明朝廷。

以南京为中心的江苏人，喜欢喝

茶。贵州茶，在江苏人就此留下记忆。

李霞，一位江苏常州女子，与

贵州的结缘，起于茶叶。 几年前，

丈夫陈长生跟随朋友去铜仁玩，

结果看上了梵净山下、 乌江边的

山水、森林。

这次考察归来，夫妻两人在乌

江边的沿河县谯家等乡镇流转土

地，种下 3000多亩茶园。“我们把

采自贵州的茶叶， 全都运到江

苏。 ” 李霞说。

产自梵净山脚下的茶，“带着

春天味道” ，在李霞夫妇的朋友圈

里弥散。

现在，铜仁市共有茶园 189 万

亩。 集中打造“梵净山茶” 公共品

牌，并研发“梵净山”名优绿茶、红

茶、白茶、黑茶、抹茶等系列产品，

梵净山茶先后获得中国驰名商标、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和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被评为“十大

绿茶公共品牌” ，梵净山茶系列产

品在国际国内各类茶叶评比活动

中获奖 160多项。

对于梵净山茶，对贵州茶兴趣

盎然的， 不仅是李霞这样的夫妇。

“贵州茶，已被江苏人接受，很多

客户会主动提出买‘贵州茶’ 。 ”

陈长生说。

一片茶叶带来的香气，还把很

多人吸引到了铜仁，吸引到了贵州。

以一片茶叶为引领， 近年来，

根据东西部合作协议， 江苏省的

政、 企与铜仁市互动频繁。 仅在

2018 年， 江苏在铜仁市实施的项

目就多达 240 多个，带动 1 万多名

贫困群众脱贫。 其中，江苏的农科

院专家还前往铜仁，帮助铜仁茶农

科技兴茶； 企业家们带着制茶技

师，在乌江边上帮助茶农改良制茶

工艺。

一家江苏的食品企业，还通过

工艺创新， 把产自梵净山下的茶、

大米、 绿豆等无污染的农产品，添

加到新开发的休闲食品中，让同处

长江流域的人，能品尝到更多来自

梵天净土的“天然味” 。

29 日的推介活动上， 能容纳

300 人的会场内，座无虚席，连过

道上都站满了人。来自江苏、浙江、

上海、安徽的企业，分别与铜仁市

沿河县、思南县、松桃县就茶产业

发展和销售签订协议。

数年来，麻建国已多次到过贵

州，到过铜仁。 “贵州山好、水好，

山货更好！ ” 他说，这是他最真切

的感受。

身为全国政协常委、江苏省政

协副主席、致公党江苏省主席的麻

建国认为，贵州和江苏，都是一带

一路上的重要省份，都在长江经济

带上，来往理应更密切。 “希望以

一片茶叶为契机，有更多的江苏企

业家去铜仁、去贵州，把铜仁、把贵

州的更多山货带出大山” 。

（本报记者 黄黔华）

“黔茶出山·风行天下”贵州茶产业推介活动第二站———

铜仁梵净山茶 香飘南京

■新闻速递

煮茶品茶

本报讯 昨日，贵阳综合保税区

召开二期围网区全面建设动员大

会， 总投资约 33 亿元，2020 年 3 月

申请正式验收。

据悉， 围网区二期的建设内容

有三部分：一是范围内土地的“六

通一平” ， 包括区内道路、 给水设

施、排水设施、电信设施、燃气设施

的建设与土地平整工作。

二是配套设施建设，包括道路、

消防站、 地下式污水处理站、 变电

站、 白云二污尾水排放应急工程等

项目建设。

三是海关监管设施建设， 包括

围网工程、巡关道、弱点与信息化监

管系统等项目建设。

据了解， 贵阳综合保税区是我

国开放层次最高、优惠政策最多、功

能最齐全、 手续最简化的特殊开放

区域， 于 2013 年 9 月 14 日获国务

院批准设立， 批复面积 3.01 平方公

里。 2014年 9月 12 日，首期通过国

家验收面积 1.003 平方公里， 剩余

2.007平方公里未验收。

其中，围网区二期 2.007 平方公

里的边界， 由向南围网调整至向东

部和北部围网， 与一期围网区连接

成一个区块, 总面积保持 3.01 平方

公里不变。 （本报记者 成虹飞）

贵阳综合保税区：

围网区二期建设

全面启动

本报讯 4月份， 贵阳轨道 1 号

线上又有很多人落下东西， 而且越

来越贵重……地铁公司提醒， 相关

失物会在微信公众号等上面公示，

不过只保存 30日。

据了解， 贵阳轨道交通 1 号线

开通后， 每月有 100 多件物品会被

忘记在车上， 找到失主的不超过三

成。 其中还包括大量证件， 如身份

证、护照、港澳通行证等，甚至还有

投标资料。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只

有二成失物会有人前来寻找。

工作人员说，丢东西的人不少，

但前来寻找失物的人却不多：“我们

捡到的背包、女士手提袋、甚至是行

李箱也没人主动来寻找。 ”

目前，贵阳地铁将失物信息、认

领方式刊登在“贵阳地铁” 微信公

众号及贵阳地铁 APP 失物招领栏

目，或致电服务热线 0851-87166669

问询。 （本报记者 王芳）

地铁1号线上

常有“马大哈”

本报记者 黄黔华

茶艺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