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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三十四载光阴流转，漫漫风雨征程韶华如歌。在这金秋灿

烂的季节里，华东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乔迁至“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张堰镇新校舍。

沧海桑田秦汉开堰留溪客，南涯洞天唐宋筑楼引仙人；自古贤

能恋故土，从来才俊爱家园。华东师大三附中是所有华三人挥洒

青春的家园，是所有华三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一批又一批的求是人

在华三留下青春的记忆。流金岁月，青春韶华，我们心中永远深藏

着的那份华三情怀，与母校息息相通的赤子深情，使得我们纵使天

南海北也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亲爱的校友，母校的蓬勃发展凝

聚着您的关爱与支持!

值此华东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乔迁新校舍之际，我们特别策

划2018年10月28日（星期日）上午9时“筑梦新校舍”校友返校日活

动，诚邀您回家看看，与老师同学心手相牵、叙旧言欢、共襄盛典！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顺颂时祺！

地址：张堰镇东贤路69号

网址：http://hdsdsfz.jsedu.sh.cn
联系人：刘老师

电话：31786704
备注：请校友从张堰镇康和路学校4号门进校。

华东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校友会
2018年10月19日

华东师大三附中“筑梦新校舍”
校友返校日活动公告

上海市金山区旭燕食品店遗失个体营业执照正、副

本，证号：310116600680456；食品流通许可证正、副本，证

号SP3101161050037907，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秦望山高，瑞气钟聚，留溪水澈，大

美难言。

张堰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地处上海市金山区中南部，绵延千年，

载誉浦南，人文荟萃，民风淳朴。为进

一步推动张堰历史人文风情资源的挖

掘与整理，切实加大古镇历史文化的展

示和宣传，经研究，拟筹建历史人文风

情主题陈列展馆。场馆以时间顺序为

轴，肇自先秦，瞩目当下，远眺未来，概

括展示张堰古镇在各时期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史迹遗存及未来发展愿

景，旨在诠释一部地方史，呈递一片桑

梓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博物馆条例》《上海市文物保护条例》

等相关法律、条例规定，现面向全社会

公开征集一批文物文献资料，以进一步

丰富陈列内容，增强布展吸引力。有关

事项通告如下：

一、征集范围
1.反映张堰各时期历史、科学、艺术

价值的文物、文献、艺术品和工艺美术

品，如陶瓷器、玉石器、漆木器、碑刻、雕

塑、书画、古籍等；

2.反映张堰当地民俗风情、衣食住

行、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等地域特色的实

物，如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建筑构件等；

3.反映张堰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建

设成就和生活方式变迁的代表性实物，

如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家具、家电、服

饰、印章、铭牌、商标、广告、账册、证件、

契约、票证等；

4.反映本地区历代乡贤、近现代革

命斗争和工商业发展的重要资料，如遗

物、家谱、照片、证书、信札、手稿、日记、

徽章、画报、影像、书籍等。

5.其他具有一定历史价值与社会意

义的本地区代表性实物。

二、征集方式
以自愿捐赠方式为主，以收购、借

展、复仿制等方式为辅。

1.捐赠：本着自愿捐赠原则，接受个

人或团体捐赠；对无偿捐献文物文献的

单位或个人，颁发收藏荣誉证书。

2.收购：对具有较高历史、艺术价值

的文物，收藏人不愿无偿捐献的，可根

据文物价值，经双方协商后作价收购。

3.借展：经双方协商，在不改变文物

所有权的基础上，对有关单位或个人的

文物进行有期限的借用、租用、展示。

4.复仿制：对于展馆急需且通过以

上方式无法获得的文物文献，可借助现

代科技手段予以复制或仿制。

三、文物利用
本馆对所征集的文物将妥善保存、

科学保管、合理展出。

四、集中征集时间
征集将长期开展。本次集中征集

自公告之日起至2019年5月28日。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顾 先 生 13917118908；

021-57218868
张女士18930935195；021-57213987
传真：021-57213987
Email:guyuedong@126.com
通讯地址：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康

德路328号

邮政编码：201514
诚望海内外关心张堰社会文化事

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踊跃捐献，并欢迎提

供相关文物文献新线索。

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人民政府
2018年10月18日

张堰历史文化陈列馆（暂定名）

文物文献征集启事

宣传墙下垃圾成堆
监管处理仍需加强

近日，吕巷镇居民陈老伯

向本报反映称，在干林路与龙

跃路交叉口处，沿街的宣传墙

上明明写着“保护环境”的标

语，墙下却堆着成片的垃圾，

且长期无人清理。

记者前往干林路，在现场

看到，周边大多是纺织工厂，

工厂沿街的围墙上绘着“创建

国家卫生镇”“环境整治 从我

做起”等标语和宣传画。但是

墙角下堆积的许多生活垃圾

和建筑垃圾与之形成鲜明的

对比，不仅占据了绿化区域，

还蔓延到了路面。

看到这脏乱差的环境，村

民陈老伯气愤地说：“你看上

面是创建国家卫生镇的宣传，

下面就是垃圾，这一点都不符

合，怎么会创建成功！”另一位

村民冯老伯也表示：“现在正

在创建国家卫生镇，肯定要把

环境打扫得干净些，但是现在

垃圾成堆，天热的时候还有臭

味，环境变得一点也不美观、

整洁。”

随后，记者联系了吕巷镇

龙跃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龙跃村辖区内的垃圾统一交

由第三方管理。在划分片区

时，此处交给了附近工厂监

管，目前村委会已经在督促厂

家，及时清理垃圾。

“之前我们发现过这个问

题，我们找到工厂相关负责

人，要求他们进行处理，当时

他们已经清理了。这次再次

发现这个情况后，我们也已经

联系了该工厂，并要求其尽快

地把这些垃圾处理掉，同时要

求该工厂避免以后再有这种

事情发生。”吕巷镇龙跃村党

总支副书记潘惠珍说。

记者 武云卿 杨季峰

近日，困扰亭林大居居民多时的

大型车辆占道、挡住小区主要进出路口

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小区的交通环境

变得安全有序，居民们出行更放心了。

该问题的顺利解决，正是社区民

警将大调研同日常社区警务工作有

机结合的效果。今年是“大调研”之

年，对于社区民警而言，平时的社区

走访也是调研的一种形式，也更容易

听到群众最真实的声音，了解群众最

迫切的需求。

亭林大居社区民警在走访中发

现，小区经常会有大型车辆停放在主

要道路两侧，或是居民经常进出的主

要路口，遮挡了视线，给居民出行带

来较大的安全隐患，附近的居民对此

怨声不断。

于是，社区民警在每一辆卡车进

出小区时，发放 1 张《大卡车不允许

停放小区告知单》并耐心解释，劝导

大卡车车主不要停放小区内部影响

居民出行。同时，他们及时协调物

业，对小区 5 个进出卡口重新设计，

新增了 3 套智能车辆识别装置，并加

装了限高装置。

社区民警通过走访还发现，小区

前期共安装了1017个监控探头，但是

由于日常维护不到位，导致有将近300
个左右的探头存在损坏情况，而且还有

68幢居民楼都未启用门禁系统，人员

随意进出，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社区民警随即盯紧物业，对损坏

的监控探头加快维修进度，对于小区

内还存在的 39 个监控盲点，及时督

促物业安装补位到位，并在小区的其

中三个出入口安装了智能高清监控

探头。此外，针对 68 幢居民楼未开

通门禁系统存在安全隐患的状况，社

区民警及时督促物业进行维修开通，

全面提升小区安全指数。

社区民警朱敏告诉记者：“从开

始社区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明白，

只有和社区居民的关系融洽了、贴近

了，才能更好更快地融入社区，得到

居民的支持和理解。”为此，他主动上

门走访、拉家常、讲防范宣传，并建立

了固定联系制度，拉近民警和社区居

民的关系，赢得了社区居民的支持。

而为解决警民关系疏远、社区矛

盾纠纷增多等问题，亭林大居社区民

警每周在社区内通过举办防范宣讲

会、警情通报会等方式，与社区居民

进行面对面沟通交流，并对社区居民

反映的困难和问题能答复的当场答

复，不能答复的及时向有关部门反

映。 记者 朱林 冯秋萍

日前，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优惠票在全市19个社区点启动发售。金山市民闻讯，纷纷前往区文化馆

发售点选购。据悉，本次优惠票总计超过1.4万张，票价最低从20元起，几乎覆盖上海各大主要剧院。图为金山市

民正在购买优惠票。 记者 庄毅 摄

本报讯 （记者 朱
林 冯秋萍）近日，金山

交警在朱平公路漕廊

公路设卡检查时发现，

一辆浙 F 牌照的面包

车，登记核载为 7人座，

实际竟乘坐了 18 人，超

员达到100%以上。

当天现场，交警怀

疑该车超载，将其拦下

检查。拉开车门后，发

现车内密密麻麻地坐

着很多人。经清点，发

现这辆小货车里竟然

挤了 18 人，而且都是

上了年纪的阿婆。

据悉，该名驾驶员

是受公司老板委托，从

平湖运送这些工人到金

山，从事绿化养护。原

本要来回跑三趟接送，为了图方便，就

想出这招。“为了能够坐下这么多人，

驾驶员放了塑料小凳子在车内，那些

阿婆就挤在那狭小的空间里。”金山交

警支队三大队副大队长张健介绍道。

车辆超员上路，存在极大的交通

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

造成群死群伤。对于驾驶员的违法

行为，交警依法对驾驶员处以罚款

200 元，记 6 分的处罚。超载人员则

由该公司另外安排车辆负责接走。

亭林大居社区民警将大调研与日常警务有机结合

脚步丈量民情 融入守护平安

天
哪
！
小
面
包
车
塞
了1 8

人

哎
呀
！
罚
款2 0 0

元
还
记6

分

上海国际艺术节1.4万余张优惠票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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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上的重阳节
漕泾镇推出为老服务系列项目，切实提高老年人获得感

上观新闻 10 月 17 日报
道 （通讯员 徐锋琴 解放日

报记者 黄勇娣）宅基头，一群

孩子穿着汉服在表演礼仪；农

户家门口的八仙桌上，摆放了

蛋壳雕刻、葫芦雕刻、草编、重

阳糕、粽子糖、茱萸等……10
月 17 日傍晚，在漕泾镇水库

村，以“百善孝为先 传承中华

情”为主题的漕泾镇纪念改革

开放四十周年暨“我们的节

日”重阳活动开幕，吸引了 300
多名群众前来观看。

这场活动分“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三个篇

章，视频《情暖夕阳》《多彩夕

阳》《奉献夕阳》分别展现了老

人与子女间的温情和暖意，老

年人精彩的晚年生活，以及老

年人退休后依然坚守在社区

发光发热的动人场景，引起了

现场观众的共鸣。

今年，漕泾镇在全镇范围

内开展了敬老助老爱老系列

评选活动，涌现出一批先进典

型。情景剧《漕泾孝星》，就是

以身边的“孝星”为原型创作

的，生动的演出赢得了观众阵

阵的掌声。现场还对这些先

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让

更多人来感受和弘扬“孝”，传

承爱的力量。

上海著名滑稽戏演员姚

祺儿和姚勇儿，带来的滑稽戏

《兄弟俩》将活动推向了高潮，

现场掌声雷动。此外，综合器

乐、走秀、书法等当地老年人

学习成果展示，以及舞蹈《花

好月圆》、小品《美丽乡村》等

节目让现场群众大饱眼福。

整场演出在歌舞《共圆中国

梦》的美好祝愿中落下帷幕。

活动结束后，老人们仍然意犹

未尽，“刚才那个老人走秀真

不错，都快赶上专业演员了！”

“孝星的故事，让我听了要落

泪。”……

据了解，近年来，漕泾镇

整合多方资源，为老人提供更

便捷、更优质的服务，让老人

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

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为、老

有所乐”。目前，漕泾镇建有

集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长者

照护、助餐、护理站为一体的

综合性为老服务中心和全区

第一家长者照护之家，老年人

日间照料服务中心 6 个，老年

活动室 20 个，老年人睦邻点

26个。

镇里还推出了“幸福80”工
程：自 2015年 1月 1日起，年满

80周岁的漕泾户籍老年人，每

人每月可享受高龄补贴 50
元。目前，该镇已有 1661位高

龄老人享受到此项惠民政策。

此外，还有“长护险”项目、“60
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项目、

“低龄老年志愿者服务高龄老

人”项目……每一个项目，都是

对老年人的一份关心，一份保

障，一份服务。

10 月 8 日早上七点半左右，枫泾镇一小区

底楼配电房因电路老化发生火灾，火苗瞬间引

燃房间内其他陈设物品，火势也随之增大。此

时，小区微型消防站工作人员范俊佩发现了火

情，并立即采取措施进行初期灭火，同时报火警

救援。

10 分钟后，金山消防枫泾中队也赶赴现

场，此时明火已被扑灭，消防人员对现场进行

了散烟收残工作。经观察，整个房屋已被浓烟

熏得发黑，设备已被烧得变形，墙体更是因高

温而开裂。金山消防支队枫泾中队副指导员

韩武磊表示：“如果火势继续蔓延，必将危及楼

上的住户，微型消防站起到初期火灾的控制，

有效阻止火势蔓延，对我们后期灭火具有很大

帮助。”

据悉，该小区的社区微型消防站建于一年

前，目前共配备有 6 名负责人，平时消防部门会

定期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安全、逃生、救援知识

培训和实操训练。作为消防应急救援力量的有

效补充，2106 年，我区就积极推动微型消防站的

建设，目前全区 255 个居村委已经完成 90%的社

区微型消防站建设，加上大型商场等重点场所在

内，全区目前共建有微型消防站 382 家，基本实

现全覆盖。

但在推进建设的过程中，问题也逐渐显现，

首当其冲的就是微型消防站工作人员的业务水

平参差不齐。去年 12 月，一场微型消防站工作

人员业务比拼在张堰消防中队举行，从 30 米佩

戴空气呼吸器操、30 米着装一带一枪操、手抬机

动泵操三个必备基础项目的统计成绩来看来，及

格者寥寥无几；而在近期，对辖区内某大型商场

微型消防站工作人员的随机抽查中，空气面罩戴

反、团队配合混乱，组织疏散无章法等问题也较

为突出。

金山消防支队助理工程师金庆昶表示，按照

目前的标准来看，每个微型消防站需要配备 6个

人负责，三人成一组，两组轮替，但由于客观原

因，这些人员基本上都是由社区保安兼任，专人

不专，导致整体业务水平提高缓慢。而且，这些

人群的稳定性差，人员流动大，一旦人员变更，组

员之间又要重新进行磨合，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

业务水平提高。

今年《金山区微型消防站建设实施方案》出

台，对微型消防站建设目标、任务、推进等内容

逐一进行细化，其中就规定，将组织基层中队官

兵定期深入站点开展灭火救援业务培训，采取

理论授课、技能培训、现场交流等方式，让微站

队员切实掌握消防装备的操作使用方法和灭火

技能。

并按照分片包干责任制要求，结合夏季岗位

练兵工作实际，组织全勤指挥部成员深入辖区调

研，指导微型站队员灭火、训练、宣传、隐患排查

等工作；针对微型消防站点多面散的特点，利用

金山消防官方微博、微信群等工具巧搭交流互动

平台，强化线上交流，帮助解决建设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

同时，也将联合属地街镇，确定“每镇一试

点”，未来将建立 11 个微型消防站示范点，树立

典型样板、及时总结经验，形成“以点带面、试点

引领、全面推广”的良好格局，进一步推动微型消

防站建设的进度和质量。

记者 朱林 冯秋萍

本报讯 （记者 武云卿 罗迎春
见习记者 贾朋辉）重阳节期间，我

区各街镇（工业区）结合自身特色，

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敬老慰

问活动，向老人致以节日祝福的同

时，进一步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倡导

敬老爱老文明风尚。

近日一早，石化街道滨二居民区

的志愿者们就开始忙碌起来。和面、

熬汤、烹制浇头，中午刚到，一碗碗

热气腾腾、满怀温情的长寿面就做好

了。软糯的面条、配上特色的扎肉，

这碗长寿面已经成为很多老人每逢

重阳节前夕，心里就惦记着的一件大

事儿。一听说要吃长寿面，社区里的

老人们都赶了过来。“我每年都来吃

这碗面，已经连续吃了好几年！”陆

勤珍老人激动地说道。一旁的朱记

宝老人也兴奋地说：“这个面很鲜、

很美、很爽口！”

同样温情满溢的一幕还在张堰

镇百家村上演，志愿者们为辖区内

的老人们送上了香甜可口的重阳

糕，让老人倍感温暖。沈爱珍阿婆

今年 78 岁，平日里与老伴相依为

命。像沈阿婆这样的纯老家庭一直

都是村里重点照护的对象，重阳节

是老年人的节日，为他们送去美味

的同时，志愿者也表达了对老人节

日的问候与祝福。沈爱珍阿婆说：

“村里想着我们老年人，我们就知足

啦。还给我们送来了重阳糕，心里

暖暖的。”

“钱圩小学 金山卫镇张桥村校

社共建敬老爱老暨区域化（毗邻）党

建文化展演”在金山卫镇敬老院举

办。活动现场，来自钱圩小学、张桥

村以及结对单位的工作人员带来了

各具特色的文艺节目，既有活泼可

爱的舞蹈表演，乡土气息的田山歌

和沪剧，还有搞笑幽默的安全用电

小品以及时尚靓丽的旗袍走秀。老

人们看得十分开心，现场，志愿者们

还贴心地为他们送上重阳糕等点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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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区开展“万名党员进社区 助力创城迎进博”主题活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为改

善我区城市面貌作出努力。本次活动还制作了党组织志愿服务卡，通过社区居民对活动成效的

评估，更好地监督党员志愿者。据了解，本次主题活动覆盖我区11个街镇，共167个社区和居委

会参与其中。图为在紫卫居民区，党员志愿者们对小区环境进行巡查。

记者 武云卿 杨季峰/文 张鹏远/图

上海著名滑稽戏演员姚祺儿和姚勇儿带来的滑稽戏

《兄弟俩》，将活动推向高潮。 通讯员 沈雯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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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建成382个微型消防站

有了消防瓶 更需高水平
迎接“进博会”当好东道主

情景剧《漕泾孝星》以身边的“孝星”为原型

创作，剧情感人，表演生动，受到观众欢迎。

（上接第1版）印尼 7 个电厂等 40 多个项目都

由上海港湾基础建设公司参与建设，被我国中

央电视台报道为“升级版中国制造”。现今，新

加坡 10多个项目有上海港湾基础建设公司中

标参建，包括樟宜机场在内，仅此项目就节省

50%造价。该公司还在越南中标参建 30 多个

项目，中东阿联酋迪拜世界岛等 20多个项目，

也都成功应用高真空击密技术施工。

由于高真空击密技术领跑世界，该技术已

应用于 20 多个国家、500 多个重大项目，节约

造价超千亿元。该技术已获国家发明创业奖，

2012 年被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授予“最佳发

明金奖”，被世界发明协会授予最高荣誉“绿色

发明荣誉金奖”，被世界发明者联合会授予“全

球发明领域巨大贡献的鲍格胥发明奖”。徐士

龙 2017 年参编印尼《地基处理》国家规范，向

海外输出标准。

通讯员 沈永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