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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项学生暑期活动，27个爱心暑托班办班点，6个阶段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暑期培训……

嘉定师生有别样的暑期打开方式

本报讯 走进位于菊园新区的上

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平日里安静的

行政楼格外热闹，特展厅里正在展出

这一届毕业生的毕业设计作品。“这些

真的是学生的设计作品？很有想法也

很贴合市场。”在前来观展的人群中，

一家漫画公司的负责人张佩，看到这

些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时，忍不住向

学校老师打听起了设计者的信息。然

而却被告知，这些毕业生早已有了就

业单位，让本想“挖人”的她有些失望。

此次工艺美院的毕业作品展以

“绽放青春，大美人生”为主题，以多元

的形式、不同的视角为大家呈现一场

视觉盛宴。展览汇集了 6 个二级学院

的23个专业，共200余件设计作品，题

材内容丰富、富有时代气息，饱含着蓬

勃的艺术激情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

其中不乏优秀的毕业生作品。

“为了办好这场大学生涯的最后

一场展，很多学生都是连夜布置。”绘

画专业的毕业生罗婷说。罗婷的绘画

作品有些另类，她摒弃了原有传统绘

画材料，另辟蹊径地用相对不太稳定

的冷法郎作为绘画材料，将绘画艺术

与新材料有趣地混搭在一起，作品充

满了青春的气息。罗婷表示，他们希望

通过这场毕业作品“秀”，展示他们三

年来的学习与积累，诠释一场青春的

蜕变。

在展厅服饰设计区，一套彝秀服

饰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就在6月9日，

这套由服装设计系的学生们设计的作

品，与另外14套由该专业学生独立设

计完成的彝秀服饰，一起走进了北京

恭王府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走秀，博

得了不少设计师的关注。

除在国内崭露头角，来自数码学

院的师生还组团参加了由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西班牙皇家艺术协会、俄罗斯

设计周组委会和意大利国际文化协会

共同主办的2018国际设计周活动。在

这个展示各国建筑设计和艺术设计作

品的国际性展览活动上，该校数码学

院的学生共参展 6 个项目，参展作品

既有对中国现有艺术的思考，又汇入

全新的设计理念，展现了当代中国设

计的艺术特色。其中，《茶舍虚拟空间

设计》《马氏皮影》《海派剪纸》等参展

作品受到了一致好评，并分别被国际

设计周活动组委会授予“巴塞罗那设

计周奖”和“圣彼得堡设计周奖”中的

优秀指导教师奖和优秀设计团队奖。

以《茶舍虚拟空间设计》为例，学

生们通过三维建模和3D打印等技术

手段，将传统茶壶工艺进行了“数字

化”开发。在专业人士看来，统一器具

使用不同材料本身就有难度。为解决

这个问题，设计团队在工艺上下功夫，

反复测试不同的工艺与材料的适配

度，其设计方案也是易稿多次。“比如

我们的壶口位置，全新的3D打印的器

行相比传统工艺更加接近设计风格，

但考虑到装配衔接工艺，我们在询问

陶艺专家后，采用了阶梯式设计，让壶

口接缝处与壶身可按一定比例错落安

装。”设计团队负责人介绍。

记者 李华成

未毕业已“就业”，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学生展出200余件作品

用一场毕业设计“秀”向青春致敬

本报讯 暑假来了，有人欢喜有

人忧，喜的是同学们经过一学期的忙

碌，终于迎来了假期；忧的是家长，上

班无人带孩子怎么办，孩子漫长的暑

假又该如何有意义地度过？书画、戏

曲、健康讲座……今年嘉定将开展近

300 项暑期活动，让学生过一个有趣

又有意义的暑假。

记者从区教育部门获悉，今年嘉

定已开设27个爱心暑托班办班点，将

服务学生1700余人次。今年暑托班课

程涉及安全用电、环保知识、急救普

及、垃圾分类、青苗自护、少儿武术等

内容。相比去年，今年的爱心暑托班

“能级”进一步提升，每个办班点的志

愿者数量从5名增加至7名，除招募大

学生志愿者外，还有总共 386 名高中

生“小老师”参与其中，志愿者总数将

近900人。此外，一些办班点还邀请了

不少在岗教师，为学生们教授兴趣课

程。不少家长表示，爱心暑托班可谓一

举多得，让小孩有人带，“大孩”有事

做，家长更放心。

“孩子谁带”的问题解决了，“孩子

怎么玩”的问题又应运而生。在近300

项暑期活动中，不少“新玩法”引人注

目。没有踏板的自行车怎么骑？不用

骑，用脚滑。在嘉定，这种名叫平衡车

的运动已经风靡，在南翔镇的翔立方

体育馆内，十多名小朋友正在赛道内

“骑”车。记者从嘉定平衡车推广者

——乐骑社了解到，儿童平衡车起源

于德国，爱好自行车运动的父母，为了

让孩子尽快掌握平衡能力，学会骑车，

这种新式“玩具”便被创造出来，它没

有脚蹬、辅轮和链条，小朋友需要用脚

持续蹬地滑行来提供动力，当具有速

度并找到平衡后，便可收起双脚。“这

种运动能使身体处于活跃轻松的状

态，促使小脑发育从而促进大脑发达，

提高智力，”乐骑社相关负责人表示，

经测试，一个月的平衡车训练就能让

孩子的立定跳和跑步成绩大大提高。

另一种新奇的运动也在这个暑假

人气飙升——极限飞盘运动对许多家

庭来说，是一种未曾接触过的新运动，

它是一项7VS7的团体竞技比赛，起源

于美国。该比赛的目的是通过传盘让

同队的一名队友在得分区接住一次传

盘而得分，持盘手不能拿着飞盘跑动，

但可以向任意方向将飞盘传给任意队

友，若传盘出界、落地、抢断，则攻防转

换。不同于足球、篮球，在极限飞盘的

规则中不允许有身体接触，所以家长

们不必担心孩子会在运动中受伤。在

上海，几乎所有的国际学校都有极限

飞盘校队。目前，在儿童公园的Best-

Mate青少年极限飞盘超级部落，每年

都会开展公益暑期活动，推广该项运

动。

每逢暑假，不少人都会羡慕教师

能够休假，其实并非如此，许多老师都

在这个时间加入了“充电”行列。记者

从区教育部门获悉，区中小学幼儿园

教师暑期培训已经开始，该培训班共

有6个阶段，包括区级全员综改培训、

全员学科培训、1+5专业能力培训、集

团化学区化联盟培训、全员校本培训、

教师自主学习等，目前已完成前三阶

段。培训内容主要围绕中高考改革及

当前教育教学中的热点问题，聚焦师

德素养、学科素养、教育变革力、育德

能力、心理辅导能力、信息技术能力、

命题能力、实验能力及综合能力等九

大方面。在培训形式上，线上线下结

合，变日常碎片式培训为完整的系统

性学习。借此，努力培育高素养教师，

发展“品位高、质量优”的教育，推动区

域教育内涵的整体提升。

记者 秦逸超

本报讯 八旬老人坐着轮椅，烈

日当空下滞留于马路中间，场面十分

危险。幸亏交警与城管及时出手相助，

老人才得以安全到家。

7月4日上午，一位八旬老人坐着

电动轮椅在嘉定工业区城北路汇源路

路口的马路当中，停滞不前，引起了正

在执勤的交警六大队辅警陆建华的注

意。他立即上前，将老人安置在安全区

域，并询问相关情况。原来老人名叫顾

福生，今年 82 岁，家住嘉定工业区蔷

薇苑。因患过脑梗，腿脚不便，老人平

时出行靠电动轮椅，没想到当天他独

自出门去嘉定工业区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娄塘分中心配药，回家途中电动轮

椅的电瓶突然没电了，再加上天气炎

热，让老人一时不知所措。

由于电动轮椅不能折叠，一般轿

车根本放不进，如何送老人回家成了

陆建华眼前的难题。就在此时，嘉定工

业区城管中队的梁为和庄彧，正好开

着城管执法车巡逻经过，了解情况后，

主动提出由他们护送老人回家。老人

到家后，老伴郏凤珍掩饰不住内心的

焦急与激动：“幸亏回来了，我正着急

着呢！真的谢谢你们！”

相关部门也提醒市民，由于盛夏

气温高，老人的体温调节功能低下，皮

肤温度受环境气温影响大，再加上皮

肤排汗的能力不强，大量的体热不易

外泄，更容易发生中暑。家属最好能陪

同外出，以免发生意外。通讯员 工轩

八旬翁路遇意外得援手

本报讯 “你生产的机油、润滑油

有正规厂商委托吗？”“没有。”……日

前，经嘉定区人民检察院起诉，魏某因

假冒品牌机油商标，被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

万元。

去年 9 月，上海质监局执法人员

在嘉定两处出租屋进行执法检查时，

当场查获假冒“美孚”“壳牌”等品牌的

机油、润滑油 4200 余件，其中部分查

获的假冒机油经质量鉴定为质量不合

格产品。犯罪嫌疑人魏某于次日被移

送公安机关。

魏某供述，2017年3月，他在嘉定

租了两处房屋，一处作为生产地点，另

外一处作为囤货仓库，用于存放还没

销售的机油。经价格认定，魏某通过非

法经营，获利达41万余元。

区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

魏某在未经注册商标权利人许可的情

况下，在商品上使用假冒商标，且假冒

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情节严重，其行为

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

一十三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记者 冉涛 通讯员 童画

一男子假冒品牌机油商标获刑
法宝之窗法宝之窗

简讯

第六届民间厨师
厨艺大赛举行

本报讯 7月4日，区食药安办在

徐行镇小庙村风苑家园自办酒会所，

举办嘉定区第六届民间厨师厨艺大

赛。此次活动旨在展现嘉定区农村自

办酒席民间厨师的风采，提高民间厨

师的食品安全知识水平和厨艺水平。

比赛通过前期的报名推荐，从全

区持证自办酒厨师中遴选出8人参加

比赛。比赛现场，选手首先进行食品安

全知识问答，随后进行厨艺大比拼，参

赛菜式为一道指定菜和一道赛前抽签

决定的自选菜。评委根据选手的知识

问答成绩、烹饪过程中的食品安全操

作规范程度、菜品色香味及创意等情

况综合确定名次。最终，来自徐行镇的

汤计平摘得桂冠。 记者 秦逸超

足球公园轮廓初显
本报讯 日前，笔者从安亭镇相

关部门获悉，备受市民关注的上海市

民体育公园工程，正在进行地面平整，

一期足球公园轮廓初步显现。

该项目位于F1赛车场南端，一期

工程面积为42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

为上海最大的足球片区，将建设11人

制足球场 18 片、5 人制足球场 32 片、

篮球场25片，以及停车位830个。

通讯员 安轩

遗失声明
上海申嘉汽车服务中心有限公

司，遗失车牌号沪 D80571 道路运输

证，证号：173835，声明作废。

上海汇龙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10114756118500R，证照

编号：14000000201602190226，声明作

废。

上海卉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上 海 佳 昱 物 流 公 司 ，车 辆 沪

BK7348遗失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袁 家 稳 ， 身 份 证 ：

372922198111065413，遗失中国矿业

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工业设计专业毕

业 证 证 书 ，毕 业 证 书 编 号 ：

102901200605004618，学位证书编号：

102904064230，声明作废。

金勇、徐静，遗失购买车位发票，

发票号：00515202，声明作废。

太仓金恒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公

司银行账号：03371700040003587，遗

失财务专用章、法人印章各一枚，声明

作废。

日前，古猗园举办的“银莲花语”东巴文化展，让市民近距离了解世界上“唯

一还活着的古象形文字”——东巴文。展览中，长度达120米的卷轴画“神路图”

颇受瞩目，描绘了400多个人物、100多种动物，讲述了100多个故事。展览将持

续至7月29日。 记者 顾佳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