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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她对画中描绘的生活

和文化场景尤其感兴趣。岩本文枝

兴奋地说，看看现场火爆的人群吧，

足以说明日本民众对金山农民画的

喜爱。“这种喜爱也足以见证金山农

民画能够跨越国界，成为沟通心灵的

一座桥梁。”

“金山农民画构图大胆、表现活

跃、色彩绚丽。可以从每一个细腻的

笔触中，感受到江南水乡特有的文化

和习俗。”日中友好会馆常务副会长

宫本雄二对展览给予高度评价。“希

望通过此次展览，有更多的日本人对

中国的农民文化有所了解，进一步加

深与中国人民的情感。”

以最质朴语言呈现百姓生活
的确，农民画所表达的不单单

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生活情感。

从小跟随奶奶阮四娣学画农民画的

陆学英，这次专程赶到展览现场，被

热情的现场观众团团围住。“对我来

说，画农民画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

一种传承。是奶奶的悉心教导让我

明白，农民画就是以最质朴的语言

呈现我们日常中的所思所想、所见

所闻，传递老百姓积极乐观的生活

态度。”陆学英借用奶奶的一句话道

出了农民画的真谛：只要有一双发

现生活美的眼睛，只要对生活充满

热情，用心画自己喜欢的，就能创作

出好的作品来。

从中国到日本，从上海到东京，

金山农民画已然扮演起跨国文化传

播的重要角色。其实，长期以来，金

山农民画就深受日本艺术圈的喜

爱，每年都会有一些日本朋友来到

位于金山的中国农民画村学习农民

画创作，金山的农民画作者也时常

借鉴日本的绘画技法提高艺术水

准。两地人民的交流互动，为金山

农民画增添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和艺

术魅力。

展览开幕前，主办方还在国立西

洋美术馆、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都

美术馆、国立新美术馆、早稻田大学

图书馆等日本文化地标推介展览，吸

引日本民众前来观展。展览期间，主

办方还将首次尝试举办“儿童鉴赏

会”“学画农民画”以及“扬琴演奏会”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希望有更多人能

够关注、喜欢金山农民画艺术，并且

可以尝试学画农民画。

（上接第1版）
督导组一行还前往上海湾区科创

中心实地督导，据悉，上海湾区科创中

心地处杭州湾北岸，首期启动区共

610亩，其中460亩的核心区，接下来，

上海湾区科创中心还将通过引入医

院、院校及高能级产业平台，在园区内

建成一个科创中心，一条滨水魅力带，

三条城市轴线和一条交通环线，打造

具有“长三角智脑”、“上海研发新核

心”为特征的宜居宜业魅力园区。

随后，下沉小组又来到山阳镇山

新居委会，了解了小区人口数量、基

层管理、社区内扫黑除恶等工作情

况。该居委会辖区内共 2500 户居

民，人数在 5500 人左右，而外来人口

有 4400 多人，属于外来务工人员集

中居住区域，督察组询问了该居委会

开展扫黑除恶工作的排摸情况，强调

要利用好社区平安志愿者的资源，深

化社区网格化管理，打造坚实巩固的

基层政权。6 月 9 日晚上，中央扫黑

除恶第 16 督导组第三下沉小组由组

长吴毛旦率队，前往公安金山分局慰

问仍坚守在一线的公安干警，了解目

前我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

6月 9日晚上 9点，中央扫黑除恶

第 16 督导组第 3 下沉小组组长吴毛

旦一行先后前往各工作小组，对仍然

奋战在一线的公安干警表示亲切问

候。他表示，公安是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中的中坚力量，重任在肩。作为第

一道防线，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在

大案、要案办理侦查中一定要深揪狠

抓，摸清关系网严打保护伞，要进一

步加强社会综合治理工作，提升人民

的安全感和满意度。随后，督导组一

行仔细查阅了近年来公安金山分局

的工作台账，从机制建设、线索核查、

案件侦查等各方面进行询问，对公安

干警标准规范的办案过程表示肯定。

最后，督导组一行听取了我区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相关工作汇报。

截至 5月 20日，金山共摧毁恶势力犯

罪集团 2 个、恶势力团伙 13 个，刑拘

涉黑涉恶人员 89名，逮捕 41名，移送

起诉 35 名。通过开展专项斗争，全

区治安环境、发展环境得到进一步优

化。截至 4 月，刑事案件立案数、万

人“110”报警类下发数分别同比下降

18.3%和 16.7%。去年以来，全区共

关停娱乐场所 276家，其中 41家游戏

机房全部关停，涉黄涉赌涉毒 110 警

情大幅度下降。

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第3下沉小组开展现场督导

廊下镇山塘村打造青少年活动实践基地

田头课堂 寓教于乐
蒙山中学艺术班的孩子们最近

登上廊下镇山塘村百姓大舞台，给当

地乡亲们带去精彩表演的同时，他们

还要去田间地头，顺便看看三年前亲

手栽种的代表他们心愿的两棵树“萌

萌”和“姗姗”。

2016 年 1 月，蒙山中学把艺术教

育的课堂搬到了山塘村，建立了农村

艺术实践基地，通过形式多样的主题

实践活动让在城里长大的孩子有机

会亲近泥土的芬芳。这种接地气的

教学方式不仅让孩子们在山塘村的

百姓大舞台上展现了自己的才华，也

让更多的城里孩子走进农村，亲近乡

土，体验民俗民风。

“我们不仅要让城里的孩子走进

农村，更要让他们爱上农村，爱上生

活，懂得生活。”山塘村党总支书记杨

立平说。

据介绍，除了蒙山中学的农村艺

术实践基地之外，上海市青少年实践

活动金山基地也在山塘村落户，山塘

村的田间地头成了城里孩子最向往

的地方。

山塘村对孩子们的吸引力来自

这几年乡村振兴取得的成效。以古

村、古桥、古校“三古”著称的山塘

村，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江南小镇。

近年来，山塘村依托美丽乡村、郊野

公园建设，成为中国最美村镇。村

内既有枫叶岛、廊下生态园、琮璞文

化苑、金廊马术农庄、星空度假营、

等休闲旅游地，又有山塘陶瓷、葫芦

艺术工坊、青檐版画中心等文化学

习地，还有爱索特植物园艺有限公

司、申漕特种水产开发公司等种植

园地……

为了让城里来的孩子来这里真

正切切地亲近自然、体验农事，感受

田园生活的乐趣。山塘村以青少年

实践活动基地为核心，依托琮璞文

化苑、爱索特植物园艺、天母果园、

青檐版画中心等载体，打造金山区

青少年学农业、懂农业、爱农业的大

课堂。

青檐版画中心的陈海平想法与

杨立平不谋而合，陈海平认为版画创

作来源生活、回归生活，只有这样这

门传统艺术才会更有生活的气息，这

也是他将中心创办在山塘村的初

衷。陈海平对青少年版画课程的设

计，考虑得更多的是艺术和生活的结

合，达到启智学生的作用，培养学生

们热爱生活的志趣。

除了青檐版画中心，其他基地

也开发了适合学生研学的实践项

目。琮璞文化苑针对不同年龄段的

青少年设计编排了龙泉青瓷制作与

雕刻、葫芦彩绘课程，在白墙黛瓦、

古色古香的苑内，孩子们通过体验

窥见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工艺的真

髓。天母果园的课程让孩子们了解

了“听着音乐，喝着牛奶”的桃子是

如何长大的，更让他们深刻理解了

“把果树当成孩子一样去养”的态度

和精神。爱索特植物园对课程的设

计注重提高青少年的观察能力、研

究能力和创新能力，感受现代农业

的发展魅力。金山中学高二（5）班

的一名学生在她的学农日记里这样

写道：“参观了爱索特植物园艺，打

破了我对农业的基本看法，方知农

业发展之迅速，方知我们的科学技

术发展之惊人，我们学习新知识有

多迫切……”

据上海市青少年实践活动金山

基地的负责人介绍，今年已接待我区

青少年学农、研学、军训 4000 多人

次，去年一年共接待 2 万多人次。这

位负责人说，金山有着独特的农业资

源，充分利用这些资源，让学生了解

金山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休闲农业、

智慧农业的发展状况，引导学生了解

和传承中华农耕文化、农业知识的同

时，结合时代发展脉搏，激发学生热

爱农业、热爱家乡的情感，为学生们

留住乡愁记忆。

记者 吴爱平

大茫村妇联主席 徐吉

看到埭头上的变化，真是打心眼里高兴

啊。现在，每户人家的屋前统一用栅栏围成

“小三园”。“小三园”前新建了宽 1 米、长 250

米的健身路；路前面一条宽 4 米的水泥明沟，

明沟上还建造了 3 座小桥，明沟中还种上了

水草，让全埭一年四季有花开……我们村后

浜埭改建后，简直成了一幅小桥流水的美丽

图画。

除此之外，考虑到村民拥有较多车辆，平

时在外工作的子女每逢过节、全家相聚时，容

易造成停车难的问题，我们就为埭上的 12 户

农户设计建成 6 块停车场，2 户为一块连体停

车场，既方便停车又看上去整洁清爽。停车场

有了，道路也要跟上才行。于是，我们把埭上

一条长 225 米、宽 3 米的白色道，拓宽成 4 米，

并改建成黑色路面，方便车辆行驶。

可以说，现在的后浜埭集合了整洁、美貌

和便捷三大优点。而这美好的埭上风光可是

来之不易。最初，我把美丽埭建设计划告诉村

民时，大家意见不一，有人兴致盎然，有人漠不

关心，也有人表示反对。意见无法统一，就没

办法进行建设。再三思考之下，我决定带村民

走出去看看，再让他们作决定。我先带他们参

观了廊下镇勇敢村的文明埭，随后走出上海

市，前往平湖泖口村的文明埭考察，村民们还

和当地人进行交流沟通。之后，村民们才一致

表示：“我们也要打造美丽埭。”

同时，村委会在讨论后决定为这条美丽埭

设定一个符合埭上文化又独具特色的主题

——养生。因为平时村民会自己去购买蒲公

英等中草药植物，晒干泡水喝，他们还会热情

地向我介绍这些植物的功效。现在，我们直接

将薄荷、蒲公英、杜瓜等中草药植物种在村民

的“小三园”中，方便村民摘用。同时，希望村

民们在养心修身中，注重把握文化脉络，寻求

文化融合点，彰显文化元素，提升村埭内涵，让

现代气息与历史沉淀相辅相成。

借助打造美丽埭的机会，我们注重发挥女

性示范引领作用，以点带面，扩大宣传范围。

汪金妹作为有号召力、影响力的“女埭头人”，

定期组织开展村民民主自治的“埭头会”，在她

的带领下，村民积极参与到乡村建设中，目前

埭上每户村民都能自觉实行垃圾分类。

记者 陆辰丽 整理

小桥流水养生埭

近日，由市健康安全环境研

究会、民革金山区委、金山区侨

联、浙江省平湖市侨联、江苏省

昆山市侨联共同主办的第三届

上海 HSE 管理创新论坛在上海

国家会展中心举行。论坛上，围

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主题，专家学者从多个维度、多

个层次就如何提升环保、安全能

力，助力基层治理，保持可持续

快速发展畅所欲言。

记者 林鹍鹍鹏 唐屹超

第三届上海HSE
管理创新论坛举行

近年来，吕巷镇聚焦“减低

效用地、减落后产能、减污染排

放”，淘汰关闭有污染、高能耗、

低效益的企业，已完成减量化项

目 80个，立项面积达 65.03公顷，

复垦面积达38.58公顷。

吕巷镇积极推进
工业用地减量化

近日，区妇幼保健所为朱泾镇长浜村幼儿园的外来流动留守儿童开展免费健康体检，并建立

了儿童健康档案，今后将对营养性疾病儿童给予及时的干预指导和追踪随访。“情暖春芽”关爱外

来留守儿童行动是区妇幼保健所认领的朱泾镇“心联鑫”区域化党建项目，已连续开展多年。

情暖春芽情暖春芽

(上接第 1版)要积极探索“输血”和

“造血”的有机结合，实现精准帮扶的

同时双方在阵地建设、队伍建设等方

面，更多地依靠项目化形式开展合作

不断创特色、出经验、树品牌；要着眼

长远，高标准深化交流合作，希望双

方的合作载体能进一步丰富、合作范

围能进一步扩大，在人才、品牌、管

理、产业等方面能有更多的交流机

会，使徐汇区与金山区的合作能够成

为中心城区与远郊区联动发展的突

出典型。

会上，徐汇区向金山区捐赠综合

帮扶资金，并签署城乡党组织结对帮

扶“结对百镇千村 助推乡村振兴”协

议。会前，徐汇区党政代表团前往吕

巷镇白漾村蝶镜湖、和平村水果公

园，以及金山工业区的上海南侨食品

有限公司、上海和辉光电有限公司等

地了解我区乡村振兴工作及产业发

展现状。

金山名片东京绽放光彩

20192019年年66月月1212日日 星期星期三三

33 版版生活导航生活导航

天 气

投诉地址：石化蒙山路1109弄8号

3楼（东） 投诉电话：57935522

消费的参谋消费的参谋 维权的后盾维权的后盾

责任编辑 冯生丹 电话责任编辑 冯生丹 电话：：5796882557968825

基本案情
陈某某等四人系受害人杜某

某的近亲属。2015年5月，陈某某

通过某某商务公司经营的 B 网站

预订“清迈、曼谷自由行”旅游产

品。A旅行社在互联网上对“清迈

丛林飞跃一日游”进行了宣传推

荐，并注明本产品由A旅行社及具

有合法资质的地接社提供相关服

务。同年 6月，陈某某在B网站预

订包括涉案的“清迈丛林飞跃”在

内的多个单项旅游项目。旅游服

务费由A旅行社收取，其收到的回

复确认邮件落款均为 A 旅行社。

之后，杜某某参加了“丛林飞跃”项

目，在出发平台上挪移站位时，杜

某某从平台的下降洞口坠落，尽管

杜某某头戴安全防护头盔、身系安

全保护绳索，在从十多米高处坠落

地面时，头部着地，受伤严重。事

发后，经营该项目的泰国工作人员

未能实施正确有效的救护措施，抢

救不及时，致使杜某某不治身亡。

2016 年 1 月，泰国警方指控“丛林

飞跃”项目的经营者及相关责任人

员“疏忽大意致他人死亡”。经查，

2011年6月，A旅行社、某沙滩服务

中心、B 网站香港公司共同签订

《三方协议书》，就招揽、接待游客、

采购产品及结算方式等合作事项

进行了约定。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陈某某预订出

境旅游自由行产品，A旅行社只提

供飞机往返交通和当地酒店住宿

两项服务，双方签订的不是包价旅

游合同。陈某某是通过 B 网站订

购了由 A 旅行社出售的“丛林飞

跃”项目，提供网络交易平台的某

某商务公司与出售涉案旅游产品

的A旅行社，均应对交易的旅游产

品尽到法定义务。杜某某在平移

身位时疏于观察周围状况，不慎踏

空从下降洞口坠落，本人存在疏忽

大意的过失，故一审法院酌定A旅

行社及某某商务公司对杜某某死

亡造成的损失承担 80%的赔偿责

任。陈某某等四人不服，认为应当

支持全部的赔偿责任，上诉至上海

一中院。

上海一中院认为，就涉案的

旅游项目，根据在案的《三方协

议书》的内容反映，某沙滩服务

中心为 A 旅行社接待游客、提供

A 旅行社经营的旅行产品所需的

相关服务及包含的项目，A 旅行

社参与产品、项目的研发及价格

制定，并负责与游客签订旅游合

同，显然 A 旅行社根据协议所享

有的权利及义务已远超其所自称

的“代销单位”，双方之间形成的

实际应是合作关系，故陈某某就

其所订购的涉案旅游产品系与 A
旅行社之间形成合同关系。现 A
旅行社在网络售卖该产品时，对

该产品所存在的可能危及旅游者

人身、财产安全的高风险未履行

告知、警示的义务。事发时，杜

某某坠落的地面缺乏缓冲设备，

采取的安全措施又近乎失效，当

地工作人员不具备基本的救护常

识，且救护不当导致杜某某身

亡。一审法院以杜某某自身存在

过错作为对旅行社及网站的减责

事由，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故二

审改判支持陈某某等人要求对方

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

陈某某诉A旅行社等
服务合同纠纷案

旅行社在推介旅游产品时未尽
告知、警示义务应承担法律责任

紫
色
花
海
惹
人
醉

近日，位于枫泾镇新义村的马鞭草花海成

了“网红”打卡之地，美轮美奂的马鞭草令人陶

醉。据悉，这片马鞭草花海约占地12亩，花期

将持续到 9 月左右，游客可以免费前去赏花、

拍照，地址位于新义村新义路路口。

记者 勾瑞/文 庄毅/图

本报讯（记者 朱林 朱磊 熊雪
寒 见习记者 封健炜）继金山“小皇

冠”、羊角蜜瓜、水果玉米等一批水果上

市后，近日，金山本地又有不少应季水

果进入采摘期，吃货们赶紧去尝鲜吧。

双季树莓口感提升
最近，亭林镇大方地庄园内的

100多亩本地树莓已经可以采摘。

走进果园，成片的绿叶之中点缀

着或黑或红的树莓果实，仔细观察，

每颗果实都由数十颗小果球组合而

成，单果重量在 20 克左右。虽然树

莓营养价值高，但是酸涩的口感却让

很多市民望而却步，去年起，庄园对

土壤和树苗进行改良，使得今年的树

莓口感有所感善。“原来糖度在 8 到

10 度，今年在 10 到 12 度左右。”庄园

负责人朱元魁介绍道。

除了口感酸涩，采摘季短也是树

莓种植的“短板”，因此庄园方面也特

意引入了双季结果的新品种树莓，延

长采摘的时间。“第一批采摘期在 6
月到 7 月中旬之间，第二批在 9 月到

10月份。”朱元魁介绍。

与此同时，庄园方面也通过“杀

头”等种植方式，使得果实都结在树

枝的下端，吸收更多的养分，从而提

升产量。据悉，目前每亩树莓的产量

可达 4000 斤左右，较往年有较大幅

度的提升。

早露蟠桃抢鲜上市
眼下，本地的早露蟠桃也开始上

市销售。在位于吕巷镇的上海市蟠

桃研究所种植大棚里，早熟的蟠桃已

经长到碗口大小，扁平的果形白里透

红，散发出诱人的香甜味道。研究所

工作人介绍，今年雨水天气较少，蟠

桃的糖度在18度左右，口感上乘。

与往年相比，今年研究所技术人

员采用了省工化栽培，通过控制树形

生长及疏果时间，不但减少人力的投

入，还提升了蟠桃的品质与口感。

据了解，目前研究所成熟品种主

要为早露蟠桃和明月油蟠桃，上市时

间预计 10 天左右，而传统玉露蟠桃

成熟预计到7月中旬。

露天枇杷皮薄多汁
在吕巷镇的平漾樱桃种植专业

合作社，一串串成熟的露天枇杷挂满

了枝头，光滑圆润，金黄诱人，吸引不

少游客前来采摘。

据了解，合作社今年主要种植有

黄玉以及软条白沙两个枇杷品种，黄

玉皮薄汁多，软条白沙肉质细腻鲜

甜。据合作社负责人沈华介绍，与往

年相比，今年枇杷开花季节期间温度

高，光照充足，坐果率高，枇杷产量与

去年相比提高了一倍，甜度也更高。

目前基地以采摘为主，一斤大约 35
元。

本报讯 近日，漕泾镇中一市场

内部改造升级正式完成，占地约1000
平米的北片区已经对外开放，南片区

已于今年1月底改造完成。

去年 9 月份起，中一市场开始进

行改造，分南区和北区两块区域。升

级改造后的北片区共有 20 个摊位，

供漕泾镇本地农民自产自销各类农

产品，以瓜果蔬菜为主，辅以少量水

产。南片区以销售副食品为主。

据中一市场管理方介绍，原本市

场南部停车场外围有一个本地农民

蔬果自产自销临时疏导点，由于摊位

比较有限，且位于室外，农民设摊的

条件并不好，更为市容环境管理带来

不少问题。

如今，随着全部摊位的“入场经

营”，原来的室外疏导点也将进一步

改造，与市场南部停车场一并进行统

筹规划。预计将新增 15 个机动车停

车位和部分非机动停车位，届时将有

效缓解市民的停车难问题。

漕泾中一市场改造完毕
室外疏导点“入场经营”

本周多云为主
尽享清凉惬意

本报讯 6 月 1 日起，“上海市游泳场所泳客

健康承诺卡”全面升级亮相，取代原“上海市游

泳健身卡”，并实现线上电子版与线下纸质卡同

步运作。微信进入“游泳健身”小程序进行一次

性实名制操作，即可完成健康承诺。（具体操作

可扫右方二维码查看）

游泳健身卡实现线上线下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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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伟 健 遗 失 新 闻 记 者 证 ，身 份 证

号 310228195903290014， 记 者 证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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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树莓、早露蟠桃、露天枇杷亮相登场

金山本地应季水果吃不停

本报讯 今日多云，东到东南风，风

力3—4级，最低温度20度。

本周，强降雨带主要位于江南南

部到华南地区，上海处在雨带的北部，

时不时会变阴天，或者午后有阵雨打

扰。不过，总体来说降水偏弱。气温

平稳中略有起伏，最低气温在 20—
23℃，最高气温在 28—30℃。可以说

本周是入夏以来最舒适惬意的一周。

本报讯 （记者 熊雪寒
见习记者 封健炜）6 月 6 日，

廊下镇举办了首届“果蔬

节”。现场不光有“8424”、金
山“小皇冠”等沪上知名农产

品，还有一种名为“状元瓜”

的新品种西瓜首次面市。

“状元瓜”不光瓜瓤金黄，

果皮也呈金黄色，吸引不少市

民观赏尝鲜。合作社负责人

介绍，该品种西瓜目前上海种

植成功仅两亩，产出 200 多

个。因为种植难度大，产量

小，目前定价在888元一个。

作为全市首个开放的市

级郊野公园，目前廊下有 20
多家优质农产品合作社。此

次举办“果蔬节”就是希望搭

建平台，不断做强“吃在廊

下”品牌。据了解，活动将持续到 8
月 20 日，感兴趣的市民可前往廊下

生态园进行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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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红相间的

树莓色泽诱人

市民在采摘枇杷 记者 庄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