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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树湾的枫香种群
全省独一无二

要说港城“枫”景哪里好，枫树湾肯
定少不了。 位于连云区宿城街道夏庄村
后沟的枫树湾， 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和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它拥有我市面积最大、
分布最广的枫林。夏季，这里绿树遮阴；
深秋，这里红叶满山。

“枫叶，主要是指枫香树的树叶。枫
树湾的枫树，就是枫香树。”据市林业技
术指导站站长王圳介绍， 枫香树是金缕
梅科、枫香树属植物，落叶乔木，高达30
米， 是一种优良的生态景观树种。 王圳
说：“枫香树是连云港本地最好的彩叶乡
土树种，非常珍贵，苏北只有连云港市有
原生的， 枫树湾的枫香种群在江苏省都
是独一无二的。”

走进枫树湾景区，无论从哪个
角度， 都能深深地感受到枫香树
树叶的浓烈： 头顶是冬日的暖阳
从火红的枫叶间细密地洒下 ；脚
下是一层又一层厚厚的枫叶散发
着最后的光芒；偶见一汪水潭，也
漂浮着几抹枫叶的艳红……

除了密密的枫香树红遍山野，层

林尽染，枫树湾中还有两株300年的金桂
树，开花时香气扑鼻，树旁还有几棵老木
瓜树， 多远就能闻到熟透了的木瓜的清
香……如此迷人的“枫”景，怎能错过！

唐王湖畔 老龙涧边
“枫”景美如画

唐王湖位于宿城水利风景区， 亦是
我市著名的“枫”景观赏地。漫步湖边，如
霞似火的枫叶令人沉醉。

相传，唐王李世民东征遇困在此，幸
得臣下及时救驾， 后封此处一座小山为
“保驾山”，山下的水库亦得名“唐王湖”。
每年入秋， 唐王湖一带的风景便如梦如
幻，特别是水边的枫叶，到了初冬时节更
是艳红一片。走在湖边，宛如梦境。

王圳介绍，一般来说，我市观赏彩
色树种的季节在11月初就开始了，主要
跟冷空气到达时间有关。另外，湿度大
的区域树叶长势更加旺盛，在冷空气作
用下，红得更加明显。这也是唐王湖畔
的枫叶比山林里的枫叶更加红艳的原
因。

灌云县大伊山旅游风景区老龙涧
周围的枫叶，也因为近水而“枫”景独好。
立冬过后， 老龙涧的涧沟里依旧溪水潺
潺，而红叶谷里的叶子，却由绿转红，红
了山、红了水、红了涧、红了天。笔者了解
到，大伊山景区的红叶，以枫叶为主，每
年秋冬季节， 这里就成了被红叶尽染的
林谷。行走在老龙涧边，赏漫山遍野的红
叶，听潺潺流动的溪水，闻山林间飘散着
的清新空气， 何尝不是一种给疲惫身心
放松的绝妙方式。

景区和公园里的“枫”景也不错
“山多枫树，秋霜渐老，红叶满林，二

月春花，殆不及也。”古人对枫树也是情
有独钟，而且枫树也多在山林之中。花果
山风景区的枫叶便很美丽， 如今也是火
红一片。就在山门口两侧，火红的枫叶尤

为显眼，已然盖过了银杏的金黄。进入景
区，顺着景观路拾阶而上，不时可见枫叶
的那抹艳红，一阵风吹过，几片红叶似蝴
蝶在空中蹁跹起舞，然后掉落地面，又将
大地染红。

除了景区山林， 城市里的公园绿
地，也可以赏“枫”。就如苍梧绿园、青
年公园、郁洲公园等地，都能看到不错
的“枫”景。只不过，城市公园绿地里的
枫树，并不是枫香树，大多数都是鸡爪
槭 （俗称红枫）、 三角枫、 五角枫等树
种，但它们都能在秋冬季节变红，并与
其他植物彼此衬托呼应，让城市更添色
彩斑斓之美。

在追“枫”赏景的同时，可能有人会
发出疑问：为什么银杏、法桐的落叶是
黄色，而枫树、乌桕等树木的落叶却是
红色？笔者采访市林业技术指导站相关
人员得知，落叶呈现出什么颜色，主要是
看叶绿素、 类胡萝卜素和花青素这三者
谁更“强势”。

“植物体内的叶绿素，主要参与光合
作用中的光吸收过程。 它可以吸收大部
分的红光和紫光，但反射绿光，所以叶绿
素呈现绿色。”王圳说，春夏时节，温度
高， 光照强烈， 叶绿素合成量大于分解
量，树叶便呈现出绿色；到了秋冬时节，
叶绿素合成量不及分解量，这个时候，植
物体内的类胡萝卜素和花青素就开始起
作用了。

“类胡萝卜素相对于叶绿素而言较
为稳定，不易受到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
因此当秋天的叶绿素含量下降后， 类胡
萝卜素所占比例就相应增加了， 从而使
叶片显现出黄色。”王圳说，“花青素本身
是没有颜色的，但溶于水后，在不同的PH
值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颜色。深秋季节，
因为温度降低， 叶子运输糖类和水分的
能力减弱了，葡萄糖不断累积，导致浓度
越来越高。 可溶性糖增多使得细胞呈现
酸性，在酸性条件下花青素会变红，
因而树叶就变成了红色。”

近期民生商品价格
总体平稳

本报讯 （记者 袁春梅 通讯员 李轰明） 连日来，港
城各农贸市场、商超在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的同时，确
保生活必需品供应平稳有序，瓜果蔬菜、米面粮油、肉奶
蛋等重要必需品货源充足，供货渠道畅通。

“我们超市的油、米、鸡蛋、蔬菜等重点民生商品储备
较为充足，商品的价格也稳定。同时，我们每天对超市内
进行定时消杀，为顾客提供安全的购物环境。”城区一家
超市负责人表示。

国家统计局连云港调查队价格调查结果显示，11月
中旬，我市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运行。按11月前20
日价格数据测算，11月食品价格环比下降0.3%， 其中鲜
活食品环比下降1.3%。

“米袋子”总体平稳。粮食价格环比略有上涨，其中大
米价格环比上涨0.5%，面粉价格环比上涨0.6%，其他粮
食、粮食制品价格环比持平。粮食价格环比上涨主要是新
季秋粮集中上市所致，同去年11月大米价格相比，总体保
持平稳。

“菜篮子”稳中有降。鲜菜价格延续下降趋势，明显低
于上年同期。11月20日监测的33种鲜菜平均每千克价格
6.23元，较11月5日下降3.9%。其中，青蒜、芹菜、花菜、西
兰花、葱、生菜等当季菜价格降幅在10%到25%之间，豇
豆、丝瓜价格略有上涨，黄瓜价格上涨幅度稍高，超20%。
整体来看，因今年秋季天气好于去年，鲜菜价格同比下降
明显，较上年同期下降22.3%。

猪肉价格有所回落。后腿肉、五花肉、猪小排、猪大排
4种主要猪肉产品平均每千克价格。 较11月5日下降
2.8%。不过受“猪周期”影响，去年同期猪肉价格基数偏
低，今年11月猪肉价格同比高于去年。

鸡蛋价格小幅回落，总体仍处高位。受饲料成本上涨
和今年夏季高温影响，鸡蛋产能下降，同时猪肉价格上涨
对鸡蛋价格有带动作用，今年下半年鸡蛋价格总体居高。
另外，淡水鱼价格呈季节性下降，总体与去年相当。

“果盘子”价格以涨为主，香蕉、橙子、橘子、梨、龙
眼、苹果价格都有小幅上涨，主要受今年夏季南旱北涝
导致鲜果结果率下降影响，11月鲜果价格总体高于去
年同期。

6岁娃腹中
藏着一条“项链”
竟是磁力珠惹的祸

本报讯 （记者 庄婷婷 通讯员 徐英才 唐晗涵） “爸
爸妈妈，我肚子好疼啊。”前几日，6岁的童童（化名）嚷着
肚子疼。医生检查发现孩子的腹腔内竟然整齐排列着18
颗磁力珠。在磁力珠的作用下，孩子的肠道已经出现3处
穿孔， 情况非常危险。 经过市一院医生3个多小时的手
术，童童体内的磁力珠全部被取出。

11月17日，正在家里玩耍的童童大喊肚子疼，父母这
才发现孩子已是满头大汗，身体发烫，想让她喝点温水缓
解一下，没想到孩子一喝便呕吐不止。童童的父母这才意
识到大事不好，立即带着孩子赶往当地医院。

医生为童童拍了腹部CT，惊讶地发现她的肚子里整
齐地排列着一条“项链”。得知童童误吞了磁力珠，而且有
肠穿孔危险，医生建议立即将孩子送往上级医院。当晚9
时， 童童被120救护车送到了市第一人民医院通灌院区，
并被立即安排进行手术。

夜里11时30分，手术开始。“这是一台全麻手术，但是
患儿只有6岁，年龄小，并且磁力珠在肠道内时间有点久，
麻醉风险极高，难度非常大。”麻醉师张小宝说。

经过麻醉后， 儿外科主任罗洪小心翼翼地操作着机
器。在探测镜头下，罗洪看到了童童的腹部呈弥漫性腹膜
炎改变，脓液到处都是。因为磁力珠有很强的吸力，他费
了很大的劲才将18颗珠子全部取了出来。紧接着，罗洪又
对童童肠道上3处穿孔进行了修补，最后用大量的无菌生
理盐水冲洗腹腔。等全部忙完，已是次日凌晨3时。

手术后，童童被送往病房进行观察。目前，童童已无
大碍，正在恢复中。

专家提醒，幼儿喜欢吞食物体，家长看护时一定要注
意，以免误吞异物产生严重后果。应选择安全性较高、适
合本年龄段玩的玩具，容易对孩子造成危害的物品，如药
物、洗洁精、酒、老鼠药等一定要及时收好，避免酿成悲
剧。一旦发现孩子误服异物，伴有哭闹不安、吞咽困难、肚
子痛等情况，需要尽快送医。

海州街道举行“我为群众办实事”
健康义诊活动

为老年人提供
专业健康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庄婷婷 通讯员 王雅萱 尹韵州） 近
日，海州区海州街道砚池社区“巷理事”联合海州区人民
医院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情暖冬日健康义诊活动。此
举旨在做好关爱老年人身体健康工作，提高老年人身体
素质和健康水平。

“王大姨，您血糖正常，血压偏高，平时菜里少放盐、
油、糖，每天散步个把小时就行，别太担心啊。”海州区人
民医院医生宁玉凤叮嘱参加健康义诊活动的老年人江
希兰。活动中，医生们向居民发放了健康保健宣传手册，
大力宣传营养膳食、运动健身、心理健康、疾病预防等科
学知识， 引导老年群众树立良好的饮食习惯和卫生习
惯，鼓励老人们乐观积极地面对生活。

活动现场还为辖区居民提供问诊、诊断、测血糖、量
血压、健康咨询等服务，耐心答疑解惑，让老人们及时了
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及相关疾病的预防。 在义诊实践环
节，工作人员带领居民做保健操，活动全身筋骨。医生建
议老年人每天跳一次保健操，提高身体素质，增强身体
抵抗力。

“这次义诊活动让我们不出小区就能享受到专业的
医疗服务，真是太好了，感谢社区和医院给我们提供平
台，希望以后多搞这样的活动。”参加活动的顾阿姨说。

“我们举办义诊活动可以使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专业服务，提升老年人对疾病的认识，尤其是了
解一些常见病和慢性病， 引导老年人正确认识疾病、树
立防护意识、培养健康生活习惯，真正为群众带来看得
见、摸得着的实惠，让辖区群众的幸福清单上再添一抹
亮色。”砚池社区党委书记郭晓茹表示。

港城就业市场呈现“新三变”
更多线上招聘；求职者找工作求稳；支持灵活就业

近日， 市人社部门举行的直播带岗招
聘活动吸引不少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参加，
取得较好效果。据悉，我市践行数字化人社
服务理念，创新举办“直播带岗”活动，从现
场招聘到网络招聘，再到直播招聘，招聘方
式已进入更加智能化、 数字化、 便捷化时
代， 直播带岗正逐渐成为企业吸纳人才的
重要途径。 同时， 不少劳动者面对当前形
势，也不想“折腾”，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工
作。 我市相关部门则出台政策支持多渠道
灵活就业，适应招聘市场的新变化。

线上招聘受到用人单位关注
据介绍， 直播带岗契合了当下落实疫

情防控的市场需求， 为了让越来越多的用
工企业走进直播间，以直观、透明的互动方
式招引人才，市人社部门依托全省一体化
公共服务平台———“就在江苏”智慧就业服
务平台让直播招聘更加诚信、安全、可靠，
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提供方便、 快捷、高
效的服务渠道。

今年以来， 我市共举办直播招聘活动
24场，共有近百万余人次在线浏览量，提供
7.8万个次就业岗位。其中，市本级举办直播
招聘活动6场，包括复工复产稳岗惠企直播
招聘会、2022年江苏省民营企业云聘直播
大会———连云港分会场等， 共获得30万余

人次在线浏览量，提供2.6万个次就业岗位，
收到简历1.4万余份。

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招聘经理
周国全表示，在当前形势下，企业对网络招
聘、直播带岗等线上招聘方式比较关注，今
年以来已经参加五六场直播带岗活动。线
下招聘可以和求职者面对面交流， 而网络
招聘平台可以把招聘信息一直挂着， 时效
性更长。针对当前形势，直播带岗比不直播
获取的应聘数量有所增长， 在连云港本地
连续收到投递简历50余份。 下一步还要继
续参加市里的直播带岗活动， 满足企业对
技术类人才的需求。

劳动者“求稳”心态更加明显
市民赵开艳有一手技术活， 在企业比

较吃得开，每年的工资待遇也会增长。因为
她有一技之长，其他企业开出“高薪”想挖
她，日前就有一家企业开出比她现在工资
更高的条件，希望她能“跳槽”。“我也想
多挣点钱，毕竟家庭开支比较大，如果拿
到的工资更高，我也会心动。”后来，所在
单位承诺她工资一分不少， 而且还有补
贴。赵开艳考虑再三决定不“折腾”了，还
是稳定的工作更好。

笔者在市人力资源市场采访发现，现
在工作不好找、 收入不稳定， 相比以前的
“不满意就跳槽”，求职者选择“求稳”。

在市区一家企业工作的刘先生说，

单位效益下滑，每个月工资都要打折，领
导要求大家为企业分忧， 可能还要完成
一定的销售任务。“本来我打算跳槽的，
想找一个待遇更好的工作， 结果当前形
势下工作非常难找， 有的待遇还不如现
在的单位，想来想去我决定留下来看看，
先求稳定再说。”刘先生表示。

据介绍，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高校毕
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 确保全市就
业形势稳定， 我市推出政策措施鼓励企
业吸纳就业，其中，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
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参加
失业保险的， 按每人1500元的标准给予
企业一次性扩岗补助 ， 实施期限截至
2022年12月31日。

多措并举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
市民周女士因为家里有老人需要照

顾，只能在下午出去工作，于是，她选择灵
活就业方式，每天下午去一家超市工作半
天，这样，她保证自己有半天时间照顾老
人。“我可以申请社保补贴，等到退休就有
养老金了。”周女士说。

2021年，我市印发《关于支持多渠道
灵活就业的若干措施》， 从拓宽灵活就业
渠道、优化灵活就业环境、提升灵活就业
质量、保障灵活就业权益、加强灵活就业
服务等方面提出了一揽子十八条举措，进
一步加大对个体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

业形态等灵活就业方式支持力度，充分发
挥灵活就业对拓宽就业渠道、培育增长新
动能的积极作用。

据介绍，我市鼓励劳动者按照“非禁
即入”原则，创办投资小、见效快、易转型、
风险小的小规模经济实体。对通过网络平
台开展经营活动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使用
网络经营场所登记个体工商户。实施包容
审慎监管，推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健康
发展，加快引进培育一批网络直播、短视
频分享、网络零售、移动出行、物流配送、
线上教育培训、互联网医疗、在线家政服
务、在线娱乐、文化创意等互联网平台企
业， 鼓励劳动者通过平台实现灵活就业、
兼职就业。

市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制
定互联网平台就业劳动保障政策，指导互
联网平台企业依法建立灵活多样的用工
方式，探索适应跨平台、多雇主间灵活就
业的权益保障、社会保障等政策。鼓励企
业引导和支持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
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根据自身情况
参加相应社会保险； 在两个或两个以上
用人单位同时就业的非全日制从业人
员， 各用人单位应当分别为其缴纳工伤
保险费；对就业困难人员、离校2年内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从事非全日制等工作，
按其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不低于1/2、不
高于2/3给予补贴。

□ 陈兵 栗利民 孟永强

□ 文/侍敏 图/王健民 徐子晴

这些地方 景正好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枫
立冬冬以以来来，，气气温温逐逐

渐渐降降低低，，枫枫树树湾湾、、花花果果山山
以以 及及 大大 伊伊 山山 等等 风风 景景 区区 的的
““枫枫””景景 又又 如如 约约而而至至 ，，漫漫山山遍遍
野野的的枫枫叶叶，， 将将萧萧条条的的季季节节装装
点点得得格格外外美美丽丽。。作作为为秋秋冬冬季季
赏赏叶叶游游的的主主角角，，追追““枫枫””赏赏

景景无无疑疑是是重重头头戏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