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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时代好少年 身边榜样我来学
——记朱泾小学学生徐曼祺

本报讯(徐 非 周 蕾) 徐曼

祺，出生于2007年，就读于朱泾小

学，担任乐知中队中队长一职。

她是朱泾小学雷锋家园成员之

一，也是朱泾小学雷锋体验馆讲

解员精锐部队成员之一，她有着

对红色基因的热爱，也有着对雷

锋精神的敬佩，更有着对雷锋家

园的感恩。

几年来，她荣获 2017 年金山

区中小学暑期活动“优秀实践

奖”；2018年“兴小”杯金山区青少

年无线电活动日80米波段测向赛

小学组亚军；2018-2019 年度金山

区优秀少先队员等。

攻坚克难，孜孜不倦
在学习中，徐曼祺有着很高

的求知欲，对所学的知识能学以

致用；在课外也阅读大量的书籍，

开阔自己的视野，增长知识；她善

于思考，碰到难题向老师、家长请

教，或者自己查阅资料解决。正

是这些良好的习惯使她不断成

长，五年来，她多次被评为校“勤

奋学习小雷锋”、“乐学小达人”、

“行为规范示范员”、“三星级雷

锋”等称号。

传承雷锋精神
身为中队长的她，勤勤恳恳

为队员和老师服务，老师布置的

每一项任务都尽心尽力并出色地

完成，队员有困难她总是跑在前

面帮忙解决。不管是课堂上还是

课堂外，一直严守安全规范，严以

律己，把学校的要求内化为自己

的自觉行为，是队员们学习的好

榜样。

不忘初心，全面发展
除了学习成绩优异以外，她

还追求卓越，全面发展。她热爱

舞蹈，并利用一切休息时间锻炼，

荣获了中国舞舞蹈考级“捌级”证

书。她是《少年日报》小记者站金

山区分站第六期学员，小记者站

让她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

知识，她了解了作为一名小记者

所应该具备的素养，也去参观了

上海报社大楼，还观看了丹麦话

剧“下雨了”，进行了现场提问，让

她感受颇深，了解了中外文化的

异同，也知道了自己现在的知识

储备还远远不够，所以利用闲暇

之余，她不断充实自己，一有机会

便继续投稿。

2017 年暑假她参加了全国红

领巾国旗护卫队交流展示活动，

在北京吉利大学的7天，接受的是

封闭式、军事化的训练，每天满头

大汗，在家没享受过的酸甜苦辣

在这 7 天里都一一尝遍。让她感

受最深的是一天凌晨4点起床，去

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当国旗

护卫队从她身边走过时，那威严

的一刻，那英姿飒爽的身影一直

在她脑海里盘旋，更加坚定了她

对祖国、学校的热爱，发誓要好好

训练，不怕艰难，训练结束获得了

“营员标兵”的光荣称号，她说这

是她人生中第一笔靠自己努力获

得的宝贵财富，并为自己的祖国

感到骄傲。

她热爱科技创作，在电子创

造比赛中，她不断努力，屡获佳

绩，不管在市级比赛还是区级比

赛，她都能有创新，不断给大家带

来惊喜。

她勤奋好学，乐于奉献，时刻

以少先队的章程严格要求自己，

是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是学生

们身边的好榜样。

平凡中的爱与坚守
在朱泾镇，你可能经常在居

民区看到这样一个医护人员的身

影，他穿着白大褂，提着诊疗包穿

梭在社区，用点点滴滴的付出，帮

助一个个家庭圆了“健康梦”，也

赢得了百姓对他的信任。他就是

朱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

生”团队的医生许东晴。

许东晴毕业于复旦大学医学

院，拥有全科医学硕士学位，目前

担任朱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

科科长一职。2013 年毕业后，他

没有像很多同窗一样进入市区工

作，而是选择了留在金山，留在更

缺乏全科医生的地方。参加工作

后，日常的门诊诊疗和病区查房

是他工作的重要内容，不断积累

的临床经验使他得到了更快的成

长。朱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及金山区

中心医院的社区教学基地，承担

着规培学员的社区教学工作，作

为院内师资骨干，他积极投身于

带教工作，教学相长，受益良多。

同时他也不断学习充实自己，先

后发表科研论文 4篇，成为朱泾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主治医

师，入选上海市青年医师培养计

划，还先后获得金山区卫健委后

备人才及业务技术骨干等荣誉称

号。

加入“家庭医生”团队以来，

他先后签约居民 1200 余名，创立

了“家庭医生工作室”，坚持以服

务人民健康为中心，对各类人群

特别是慢性疾病患者，做到定期

随访、科学管理。他守护患者健

康，争当百姓家门口的“家庭医

生”，每当他在工作室服务的日

子，众多的“粉丝”都会纷至沓来、

寻医问药。或许早上 7 点不到你

就会看到他手提诊疗包穿梭在小

区的楼道中，或许在午休的时间

你会看到他拿着为居民代配的药

物挨家挨户的给行动不便的患者

送药……陪伴他最多的就是那辆

家庭医生下乡车，两点一线承载

着他奔波于工作室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之间，更承载着的是他和

居民心中的健康梦和幸福感。

“心系百姓健康，诚情服务于

民”，这就是许东晴六年来工作的

真实写照。他无惊人的壮举，也

无耀眼的光环，却把治愈病人当

做自己生命价值最大的体现和快

乐，他用良好的医德、高超的医术

诠释着一名全科医生的无私和大

爱。

朱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供稿

中秋佳节里，我镇村、居纷纷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让社区居民切实感受到传统

文化习俗，营造喜庆温馨的节日氛围，在社区间形成邻里互帮、互敬、互信、互知的良好风尚。图为大茫

村村民为庆祝中秋节制作民间传统美食——眉毛饺。 沈欢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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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朱 林 武云
卿 王巧月）近日，南圩居

委会工作人员在辖区巡

查时发现，南圩新村内

一个建筑垃圾临时堆放

点内，传出阵阵恶臭，经

查发现，臭味的源头是

来自垃圾推里的几个蛇

皮袋，而打开蛇皮袋发

现，里面竟然全是变质

腐烂的生猪肉，污水外

溢，部分已经生蛆。

发现情况后，居委

和物业一边安排专业的

人员对现场进行杀菌消

毒，防止病菌的滋生和

传播，一边则翻看小区

监控，发现在下午五点

左右，一辆银色面包车

停在了垃圾堆放点前，

上面下来两名男子，陆

陆 续 续 从 后 备 箱 总 计

搬了 12 个蛇皮袋扔在

堆放点。经确认，这两

名 男 子 就 是 倾 倒 腐 烂

生猪肉的始作俑者，居

委会随即向城管、公安

等部门反映情况，经调

查，很快找到了当事人

李某。

原来，李某之前开

了一家小店，但是因经

营不善倒闭了，留下来

这些没有用完的生猪肉

就一直存放在冰柜里，

“反正店也关掉了，所以就想办法

处理掉，我们也不是很懂，就这样

扔了。”李某表示。

朱泾城管中队正式向李某开

具了整改通知书，责令其妥善处

理这批生猪肉，并依规对其进行

了相应的行政处罚。执法队员

朱超表示：“这个过期的猪肉不

属于生活垃圾，根据相关规定，

对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应该通过

有资质的单位去回收并且做后

续的处理。”朱泾城管中队友情

提醒广大居民，乱倒垃圾不可

行，环保生活才可靠。垃圾分类

是正道，需要依靠你我他，大家

共同为美化城市努力吧。

南圩新村是一个开放性的老

旧小区，平时外来人员进出也比

较多。为了杜绝此类现象，居委

会和物业方面也加强了巡逻，同

时，对于临时建筑垃圾堆放点，也

已经开始着手进行改造。

关于防空警报
试鸣的通告

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

的国防观念和民防意识，检

验本市防空警报设施的完好

率和鸣放防空警报的能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防空法》《上海市防空警报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定于今

年 9 月 21 日 (全民国防教育

日) 本 市 进 行 防 空 警 报 试

鸣。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

下：

一、防空警报试鸣的时间
9 月 21 日 (星期六)上午

11时35分至11时58分。

二、防空警报试鸣的范围
全市范围(除浦东、虹桥

国际机场地区外)
三、防空警报试鸣的形式
11 时 35 分至 38 分，试鸣

预先警报，鸣 36 秒、停 24 秒，

反复 3 遍为 1 个周期，时间 3
分钟。

11 时 45 分至 48 分，试鸣

空袭警报，鸣 6 秒、停 6 秒，反

复 15遍为 1个周期，时间 3分

钟。

11 时 55 分至 58 分，试鸣

解除警报，长鸣3分钟。

在试鸣防空警报的同时，

通过市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上

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上海

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频率和手

机短信等，发布防空警报信

息。

四、防空警报试鸣的组织
防空警报试鸣工作，由

市民防办负责组织实施。

防空警报试鸣前，请各

新闻单位及地铁、公交、相关

公共信息发布载体进行广泛

宣传，各区组织开展相关宣

传并落实防空演练预案。

防空警报试鸣时，由各

区组织城镇居民进行防空演

练。

防空警报试鸣期间，请

各部门、单位和广大市民、过

往人员积极配合，保持正常

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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