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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高铁嘉定段绿色廊道建设进展顺利，铁路红线内2165亩绿化年底完工

花草准备就绪，列车驶过五彩斑斓
本报讯 近日，备受关注的京沪

高铁嘉定段绿色廊道项目传来新进

展，占地 810 亩的重点整治地块已全

部完成土方造型，进入秋季植树环节；

铁路红线内 2165 亩绿化建设任务预

计今年底完工，整个绿色廊道建设将

于明年 10 月完成。届时，途经嘉定的

高铁乘客将欣赏到一条草木旺盛、花

团锦簇的高颜值风景线。

位于安亭的众百路段是绿色廊道

六大重点整治地块之一，占地面积达

250亩。这里曾经是私车占道、违法停

车的高发地。经过一系列综合整治，地

块改头换面，一改往日脏乱差的形象。

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还处在施工期，

但一排排树木排列整齐，绿化效果已

初现。工作人员介绍，这里种植的林木

有紫玉兰、垂丝海棠、红叶石楠等品

种，“都是些低矮的花灌木，以免影响

高铁的行驶安全。”同时，考虑到高铁

行驶速度较快，乘客看到的景色都是

一闪而过，不同种类的林木将不会穿

插种植，“到它们成熟时，乘客可以看

到大片大片的色彩。”工作人员说。

同样是整治“老大难”的京沪高铁

南翔段，曾经“雄霸一方”的违法建筑

已难觅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的绿

色。相关负责人介绍，南翔段总长2公

里，所有绿化完成后，树木总量会达到

8000 棵，其中包括 4000 棵金桂、4000

棵紫薇和 2000 棵玉兰，“至少可以保

证有 2 个季节能看到繁花似锦的景

色。”该负责人说。

不同于众百路段的水泥铺面，南

翔段的地面采用的是沙砾石铺面。这

些沙砾石的“前身”是拆违遗留的建筑

垃圾。经过粉碎碾压，7000 吨建筑垃

圾重新派上用场。“不仅节约了成本，

而且节能环保，渗水快。”相关负责人

说。此外，南翔段还利用先天条件，把

遗留下来的水塘作为集水点和取水

口，大大降低了绿化的养护成本。

京沪高铁在嘉定境内全长 21 公

里，跨越安亭、南翔、外冈、江桥4个街

镇。作为交通要道，又是展现城市风貌

的窗口，2015 年，嘉定启动京沪高铁

绿色廊道建设项目，形成铁路红线范

围内、重点整治区域、街镇整治地块及

拓展区域廊道 4 个层次，总占地面积

达5210亩的廊道规划体系，力图把高

铁沿线的“灰色地带”打造成“绿色空

间”，最大程度对高速铁路造成的负面

影响进行降解与防护。目前，铁路红线

范围内和重点整治地块施工已接近尾

声，街镇整治地块尚遗留安亭、江桥的

“五违四必”整治地块，待验收后开始

施工，沿线拓展的 679 亩廊道也计划

与街镇地块一并实施。 记者 王安琪

嘉定举办职工文化作品展
本报讯 11月13日，嘉定区第二

十五届职工文化作品展暨嘉定企业

文化年“爱上嘉定，寻找企业之美”摄

影展开幕仪式在区工人文化宫举行。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

王建新，区副巡视员陆晞出席。

本次摄影展从今年 4 月启动以

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陆

续收到来自近百家企业职工的800余

幅作品。通过专家评选，大赛最终选出

一等奖3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10名

以及几十幅入围作品。从大赛展示作

品中可以看到，摄影者用自己的视角

捕捉嘉定企业的发展力度、企业员工

的奋发气度，诠释了劳动者在各个岗

位上焕发出的时代风采。记者 秦逸超

“陆俨少奖”获奖作品展出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徐行镇太安

路西侧的南赵村，河道两边刚建的不

锈钢栏杆反射着阳光，对岸护坡上则

是一片绿意盎然。

顺坡而下，紧挨亲水平台最后一

级台阶，停靠着一艘小船。村民有的坐

在门口晒太阳，有的蹲在河边处理刚

收割完的黄豆，一派屋舍俨然的景象。

丝毫想象不出，就在几个月前，这里的

空气曾因为河道严重污染而弥漫着臭

气味。

这条流经南赵村的河道名叫朝阳

河，贯穿徐行镇与华亭镇，西起新泾、

东至罗蕰河，全长约2.9公里，其中包

括南赵村在内的徐行段（浏翔公路—

蒲华塘）共计1.9公里。由于河道两岸

大量工业企业未进行截污纳管，居民

区生活污水也直排入河，破坏了河道

环境，加上水系不通，水动力不足，以

及部分岸坡坍塌破损，河水引排不畅，

久而久之造成黑臭，对周边居民造成

了困扰。

区水利管理所工作人员顾太义告

诉记者，去年 11 月起，区水务部门制

定了方案，对朝阳河进行专项整治，主

要涉及截污治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水系沟通、河道整治及沿河拆违等工

作。“为了增强河道库容，提升防汛能

力，我们计划将河道按照规划蓝线进

行拓宽，这就意味着两侧居民需要搬

离，河岸违建必须拆除。但朝阳河河道

较长，横跨两镇，两岸有企业、农户、农

田、蔬菜大棚等，情况比较复杂，整治

起来是个难题。”但让顾太义没有想到

的是，两镇相关部门默契十足，居民和

企业的配合度极高，“工作推进顺利，

也比较彻底，拆除沿岸违法建筑达

11660 平方米”。此外，工作人员重点

对河道内淤泥和沉积物进行清理，清

淤14万立方米，拆涵（坝）建桥4座，敷

设沿河截污管道135米、整治排水口6

处。

除了水质本身的改善，朝阳河的

水岸景观也是整治成果中的一大亮

点。“我们在部分岸段因地制宜做了精

细化处理。比如，在大安路东侧，结合

老百姓实际需要，做了亲水平台；浏翔

公路西侧，河道穿过开米厂厂区，水景

观效果较好。”顾太义介绍，此次整治

中，岸线共新建了护岸5.6公里，种植

水生、岸坡绿化5.4万平方米。

“我从出生就住在这里，这条河是

1975 年开的，西面改变不大，东面拓

宽了不少。”今年 80 多岁的南赵村村

民赵宝坤和老伴儿一边在河边用筛子

剔除掺杂在黄豆中的杂质，一边回忆

过往。说话间，妻子提着塑料水桶走下

最近的亲水台阶，打了满满两桶水，来

到门前的自留田给自己种的青菜浇

水。

赵宝坤告诉记者，几十年前，朝阳

河的河水是南赵村 30 多家农户重要

的水源，除了灌溉农田，河水还用来淘

米洗衣。但后来岸边企业多了，肆意排

放，环境被污染，河水就没那么清了，

河面上时常可见漂浮的垃圾和污垢，

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习惯用河里的

水浇田。“因为别无选择，自来水有漂

白剂不能拿来浇菜，而且不方便。”赵

宝坤露出了一丝无奈。

如今，朝阳河整治完毕，用干净的

河水浇灌蔬菜吃进肚子，赵宝坤表示

更放心了。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记者还

看到西段河道两岸间架着一张渔网。

赵宝坤透露，这是自己几十年来的一

个小爱好，隔三差五，吃完早饭就会下

河捞鱼，“以前总是抓到小鱼居多，希

望日后能网到更大的鱼。”赵宝坤笑着

说道。

记者 赵一苇

截污纳管、拓宽河面，去了臭气、绿了岸堤

朝阳河整治后一派亲水生活气息
翔立方屋顶足
球场对外开放

本报讯 11 月 11 日，第二届“陆

俨少奖”全国中国画获奖作品及部分

入选作品展观摩仪式在上海陆俨少艺

术院举办。

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顾惠

文，区政协副主席王漪出席仪式。

自2015年起，“陆俨少奖”全国中

国画展每 2 年举办一次。此次展览为

第二届画展的第二站，也是“陆俨少

奖”筹办以来首次移展上海，共展出

50余件获奖作品和部分入选作品。

本届“陆俨少奖”共收到来自全国

28个省市的1065件中国画作品，作品

覆盖人物、山水、花鸟等类别，风格多

样。

陆俨少是近代以来杰出的中国画

家和中国画教育家，他在继承传统中

国画技法的前提下，结合时代特色，创

造了独具一格的“陆家山水”。他撰写

的《山水画刍议》多次重印，影响至今。

“几乎每个学习山水画的人都会

拿陆老的课徒稿来理解结构、参悟笔

墨，他提倡的‘三分写字、三分画画、四

分读书’的精神让我们这些后辈受益

颇丰。”获奖作者宋帅表示。

记者 陆晓峰

本报讯 11 月 8 日，嘉定一中举

行首届学术节开幕暨嘉懿创新思维广

场揭牌仪式，副区长王浩及市教委相

关领导出席。据悉，嘉懿创新思维广场

是一个汇聚多领域教育资源的研究平

台，资源包括有同济大学“苗圃计划”、

交通大学校友会、中科院相关研究所、

全通公司、苹果公司、SIT 公司等。嘉

懿创新思维广场的揭牌让更多人了解

到由中科·嘉一教育集团开创的特色

课程——嘉懿科创贯通课程。嘉懿创

新思维广场计划开设三期课程，包括

科创工程、机器人设计、数学建模等。

记者 秦逸超

嘉定一中举办首届学术节
专家汇聚嘉定探讨课程深度变革

本报讯 “品质教育努力的方向

是改变教育本身，是帮助学生更有准

备地面对未来。”11月11-14日，“让学

校课程深度变革成为常态——第二届

全国中小学品质课程研讨会”在嘉定

举行，吸引了来自浙江、江苏、四川、江

西、河南、北京、天津、上海等24个省

市近70个市（县）区的1600余名课程

研究专家、教育科研人员、中小学校长

以及一线教师相聚嘉定，探讨课程深

度变革的路径和方法。

研讨会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区域

智慧与前沿观点”“标杆经验与文化坐

标”“课程博览与现场聚焦”“联盟智慧

与全真观察”等四大主题展开研讨。以

区域课程博览为“触点”，嘉定中小学

还展示了立足“文化铸魂，科技提升”

所推进的课程变革。11月13日，嘉定

二中的“HEMTS”课程、南苑小学的

“大风车”课程、徐行小学的“朝花夕

拾”课程等十多项课程，在全区七个分

会场展开，让与会人员与嘉定各中小

学校的特色课程亲密接触。

副区长王浩出席会议。

图为 11 月 13 日，在马陆小学分

会场展示的竹编工艺课程。

记者 顾佳兰/文 秦逸超/摄

本报讯 近日，位于南翔镇翔立

方B座顶楼的一大片足球场引发了市

民的关注。虽然建在屋顶，但设施一点

也不比地面上的足球场少，球门、休息

椅、照明灯等一应俱全，白天和晚上都

能踢球。球场周围和顶部设有拦护网，

任凭怎么用力踢，都不会有球飞出楼

顶的危险，足球爱好者可以在高空中

尽情享受踢球的快乐。

屋顶球场经过试踢，已吸引 100

多人次前来光顾。一位体验过的球友

这样评价道：“在屋顶上踢球本身就是

种新奇体验，再加上这个球场的设施

都较为领先，性价比蛮高！”

通讯员 冯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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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和收费标准
周一至周五 10:00-18:00：100 元

一小时；周一至周五18:00-22:00及周

六日：300元两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