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偶遇正在遛弯的丹顶鹤宝宝，市民游客纷纷过来围观。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庞明钰 摄

本报7月5日讯 “乡村振兴
战略” 焕发起全国广大基层乡村
的无限生机和蓬勃活力。在长沙，
一个关于米升的美丽乡村梦，正
在振兴。今日上午，“守护米升，湖
南升印轩米升博物馆与华声掌控
合作签约仪式”在长沙举行，未来
双方将在米升文化传播、 公共服
务平台搭建和慈善公益活动等方
面展开合作。

“米升虽然只是农耕文化中
的一个小小符号，但它却承载着中
国农业社会几乎全部的信息，大到
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小到民风
民俗、柴米油盐、世人之价值观、道
德观，无不浓缩其中，因此，米升与
中华民族的发展息息相连。” 湖南
升印轩米升博物馆馆长杨杰用25
年的时间走遍千山万水，从全国各
地收集了上万个小小米升，并在长
沙县黄花镇村落中建立起湖南升
印轩米升博物馆。

湖南日报党组成员、社委、华
声在线总裁、华声掌控董事长龚定
名出席活动并表示：“华声在线作
为党媒所管的企业，产业布局与米
升博物馆有很多重叠的地方，将来
完全可以平台共建， 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做到全媒体推广，全产业
合作。 未来可以围绕这四句话来
做，即传承文化，振兴文化产业，共
建研学基地，体验农匠精神。”

华声掌控是湖南日报集团旗
下华声在线股份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专注慈善公益、互联网技术和
文化传播。当天，中南大学博导、
教授颜爱民，国际稻都董事长、袁
隆平院士助理黄崎， 湖南省收藏
协会秘书长林安国等嘉宾共同见
证了签约仪式。 ■记者 丁鹏志

本报7月5日讯 7月，长沙
进入水果采摘最旺季节。 本地
葡萄熟了，还格外甜。记者今天
从长沙市农委了解到， 今年长
沙葡萄种植面积三万余亩，现
在已开始上市。 即日起至10月
底，市民可前往体验采摘乐趣。

不走市场渠道
采摘可持续至10月

进入伏天，西瓜、甜瓜、葡
萄等时令水果成为解暑降温的
佳品。日前，记者驱车来到位于
宁乡的三赢农庄， 郁郁葱葱的
葡萄藤上， 圆润饱满的葡萄紫
黑发亮， 不少游客在葡萄架下
来回穿梭。

葡萄入嘴，甜到心底。基地
负责人陈代义兴奋地对记者说，
葡萄含糖量达到了28度，比市面
上的葡萄高出四五度，“一般来
说，能高个2.5度就下不得地。”

而在长沙县，相比于往年，
5000亩本地葡萄提前半月闪亮
上市。一串串均匀饱满、鲜艳欲
滴的葡萄，不仅满足了大家“尝
鲜”的欲望，也为果农带来了丰
厚的收益。

7月2日， 在长沙县青山铺
镇的曙光山城葡萄种植基地，
众多游客满载而归。

曙光山城是长沙县最早的
葡萄园， 也是目前种植面积最
大的葡萄园。如今，葡萄园已逐
渐成为G107国道线路上的一
道靓丽风景线。

据悉， 该基地葡萄品种有
夏黑、美玉、紫玉，均为40元/公
斤； 另有金手指、 高千穗等品
种，售价60元/公斤，产量较少，

采摘价高出市场价七八元。曙
光山城负责人易金萍介绍，今
年基地改进了种植技术，将夏
季新发的枝条剪掉，留下1至2
根， 延长了葡萄采摘时间，采
摘期可持续至10月。

易金萍穿梭在葡萄架下，
仔细观察葡萄的长势。“与往
年相比，今年天气热、雨水较
少，葡萄成熟提前了半个月左
右。”易金萍说，今年鲜果葡萄
和刺葡萄均可产9万公斤，基
地还将增设体验酿酒项目。

气候条件较好
本地的葡萄格外甜

“长沙本地葡萄很少走市
场渠道。” 长沙市农委科教处
夏礼明告诉记者，本地葡萄经
过品种筛选、科学培育、新技
术推广、标准化栽培、有机肥
替代、病虫害绿色综合防控技
术应用，品质越来越好，口感
不弱外地葡萄。

而且，今年上半年长沙水
果生长的气候条件好，阳光充
足，气温偏高，雨水偏少，非常
有利于葡萄成熟，加速糖分增
加，“所以格外甜。”

长沙市农委经作处长李
朝晖介绍，今年长沙葡萄种植
面积三万余亩，目前已陆续成
熟，采摘季节从即日起可持续
至10月底。在此期间，市民可
前往长沙周边的葡萄种植基
地尝鲜， 体验自助采摘的乐
趣。 ■记者 李成辉 张洋银

实习生 龚怡菲

本报 7月 5日讯 体重
1540克， 身高50厘米……今
天上午，长沙生态动物园里，
满月不久的丹顶鹤宝宝迎来
了它的体检。 据悉， 它也是
长沙生态动物园首次成功孵
化的丹顶鹤。目前来看，小家
伙生长态势良好。据介绍，丹
顶鹤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
属濒危物种。

出生时只有100克

据了解，两个多月前，长
沙生态动物园百鸟谷内的一
只雌性丹顶鹤成功产卵，随
后丹顶鹤卵在孵化机里孵了
30多天。“孵化期间，对温度、
湿度、 通风条件都有严格要
求。5月27日上午， 发现它在
用嘴敲击卵壳，当天下午2点
多它终于破壳而出了。”长沙
生态动物园饲养员齐先生
说， 看似很薄的卵壳在小鹤
面前如同一堵墙， 小鹤用嘴
敲击卵壳，先啄开一个小洞，
然后休息一段时间再继续敲
击， 要经过至少24个小时的
努力才能完全挣脱卵的束
缚。 刚出生的丹顶鹤体重只
有100克左右，身高也才10厘
米， 就如刚孵出来的小鸡宝
宝。但接下来，在饲养员的精
心照顾下，小家伙长得很快，
模样也几乎一天一个样。

每天都要训练

记者看到， 身披黄褐色
绒羽的丹顶鹤宝宝， 有着一
双修长的腿， 在工作人员引
领下迈着大步上台阶， 模样
十分呆萌可爱。据介绍，为了
锻炼丹顶鹤宝宝的腿部力
量， 饲养员每天都会陪着它
去遛弯，爬坡、上台阶是它每
天的必备训练项目。“刚开始
带它遛弯那会，它双腿无力，
上一个台阶要努力好一阵

子，它也不气馁，会先用胸脯
顶着台阶，然后伸长脖子、努
力蹬腿。 ”

刚出生的鹤宝宝， 进食
也是一大难题。“刚出生时的
丹顶鹤，只对黑白颜色敏感，
加上方向感等比较差， 我把
食物送到它嘴边它也吃不
到， 最后只好直接送到它嘴
里。”齐先生说，经过训练，如
今鹤宝宝能快速地抓到食物
并送进嘴里大快朵颐， 蚯蚓
是它的最爱。据介绍，每天给
小鹤的饲料中有面包虫、鸡
蛋黄、窝窝头等多种食物，以
保证营养的均衡，另外“每天
还会给它喂维生素以促进钙
吸收，帮它补钙，就像小孩子
要补钙一样。”

3个月后可看鹤宝宝

鹤宝宝的性别现在还是
个谜。“它出生两年后才能慢
慢辨雌雄。” 据齐先生介绍，
待到丹顶鹤长到3个月时，它
便拥有和成年丹顶鹤一样大
小的体型，体长可达120-160
厘米，并会飞翔技能了；长到
24个月左右， 它的体羽逐渐
变成洁白的颜色， 鹤顶也会
慢慢变红，此时，也可以根据
鹤顶红色的大小和颜色的深
浅来分辨雌雄了，“相比之
下，雄性鹤鹤顶更红、红的范
围更大。”齐先生说，待到丹
顶鹤长到36个月时， 这也是
它性成熟的时刻。

加上新生的这只丹顶鹤
宝宝， 目前长沙生态动物园
里丹顶鹤已达4只。为了让丹
顶鹤宝宝健康成长，目前，小
家伙还被单独养在“深闺”
里。预计3个月后，在该园的
百鸟谷里， 市民游客将可以
近距离看到这只可爱的丹顶
鹤宝宝。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庞明钰 李红
通讯员 刘姝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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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看！这只“鹤宝宝”是不是萌呆了
长沙首次成功孵化“国宝”丹顶鹤 预计3个月后可与游客见面

本地葡萄熟了，今年格外甜
今年长沙种植面积三万余亩 采摘期从即日起持续至10月底

收集米升上万个
长沙县黄花镇
建“米升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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