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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明花园宣传消费维权知识
本报讯 日前，克明花园社区开展了

以“消费与民生”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志愿者针对日常消费遇到的实际问题

和维权中碰到的实际困难，向辖区居民讲
解怎样合法消费、明白消费、文明消费以及
相关合法维权知识。 （刘嘉怡 俞丽洁）

东珠新村整治小区环境卫生
本报讯 日前，东珠新村社区组织志

愿者，开展文明城市创建与环境卫生整治
活动。

志愿者自带扫帚、火钳、铁锹等工具，
清理楼道内的杂物，清扫社区内道路、花
坛、绿化带等处的垃圾。 （张晓燕）

本报记者 李朱雳

3月5日，虽然天公不作美，阵阵寒风
伴随着蒙蒙细雨，但明珠新村社区陈淑珍
老人家里却暖意融融。武警启东中队的战
士们有的为老人打扫卫生，有的陪老人聊
家常。同一天，在汇龙中学附近的老年人
服务中心，战士们的到来受到了老人们的
热烈欢迎，相熟的老人和战士们打起了招
呼。打扫卫生、免费理发、维修小家电，
战士们的行动换来了老人们会心的微笑。

武警启东中队自建队以来坚持“以
雷锋精神建队育人，以强军目标铸魂励
志”的队训，全年开展学雷锋活动，看
望敬老院老人、慰问孤寡老人、资助贫
困学生已成为了常态。“虽然官兵换了一
茬又一茬，但我们学雷锋的传统始终没
有丢、争创标兵的目标始终没变。”中队
指导员朱建说，新兵入营第一桩事，就

是在雷锋雕像前宣誓，争做雷锋式的好
战士。就这样，在雷锋的“注视”下，
中队二十年如一日，坚持“以雷锋精神
建队育人”。中队3次被武警总部表彰为
全国“学雷锋先进集体”，被南通市确定
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6年被中共
启东市委、启东市人民政府授予“启东好
人特别奖”。中队先后涌现出42名“学雷锋
先进个人”，5人荣立二等功。。

“2001年7月5日，因为刮台风，李杰、
蔡永特地来看我；2002年4月27日，赵化
纪、刘勇来给我装纱门纱窗；2009年9月
19日，我出门忘带钥匙，3个战士翻窗户进
去帮我开门；2011年10月5日重阳节，
指导员潘海兵带着2名战士买了菜到我家
里，给我做了一桌可口的饭菜……”在
武警启东中队的荣誉室里珍藏着这样一
本记事本。记事本封面和内页样式十分
老旧，翻开来，里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

文字。记录的时间从2000年7月29日开
始，停留在2015年10月27日，整整15
年。这是生前曾居住在明珠新村的老党
员施建英的一本记事本，上面一字一句地
记录下武警启东中队官兵对她的点滴关
怀。老人虽已经去世两年多，但这记事本
成了武警启东中队雷锋精神代代相传的
见证。

“每个月中队都会收到一笔不少于
100元的汇款，这笔钱只能用于慰问中队
帮扶的孤寡老人。”朱建告诉记者，这是
原中队指导员、现任武警江苏总队二支
队政委韩毅汇来的。说起这汇款，还得
从1999年说起。当时韩毅担任武警启东
中队指导员，他在官兵中发起了“节省
一日津贴，奉献一片爱心”的活动，并
带头从每个月的工资中拿出100元用于慰
问孤寡老人。18年来，工作的调动并没
有影响他坚持把钱汇到中队，这种坚守令

人肃然起敬。
今年春节前夕，一群小书法家来到武

警启东支队，这群祖国的花朵参观军营，
听战士们讲学雷锋的故事，还与战士们一
起把自己写好的春联送到陈淑珍老人家
中。一行人又是贴春联，又是打扫卫生，可
把陈奶奶乐坏了，连声说这是她收到的最
珍贵的新年礼物。

“如今有不少人感慨，到了3月 5日
‘雷锋’就多了起来，所以我们中队并没有
让‘学雷锋、做好事’这种行为变成一种特
定时期的任务，而是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把助人为乐的好传统传承下去。”朱建说。

学雷锋，二十年如一日
——武警启东中队服务驻地百姓小记

世纪家园宣传打击非法行医
本报讯 3月16日上午，世纪家园社

区邀请市卫生监督所专家，为居民上了一
堂打击非法行医的讲座。

讲座通过讲述非法行医危害性、曝光
典型案例、现场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引
导居民认识非法行医的危害性，增强对非
法行医行为的识别能力，切实维护大家的
健康权益。

（陈松英 施映竹）

3月20日，由市教育局、文联主办的“传承民族经典
增强文化自信”民族文化进校园戏曲专场在市少年宫举
行。《金玉良缘》《十八相送》《君臣游园》等17个节目精彩
纷呈。 龙桂生 姜新春摄

王鲍增设10名全天候保洁员
本报讯 记者从王鲍镇获悉，近日，该

镇增设了10名全天候保洁员，做到平均每
300米街面设置一名保洁员。

至此该镇范围内的4个集镇共有38
名保洁员挂牌上岗，负责集镇环境保洁、
垃圾收集转运，提升了创建文明城市和城
乡环境综合整治水平。

（朱芳 蒋勤荣）

本报记者 姜斌 通讯员 沈卫昌

3月20日9点，合作镇兴隆村“花海小
镇”南侧河道旁，一位身材娇小的年轻女子
和五六位上了年纪的大叔大婶站在河沿上，
一同打捞河面漂浮着的几处不起眼的垃圾。

“金花主任真像开放在农村乡野的一朵小
花，扮靓了春天里的美丽乡村！”合作镇晓金
保洁服务部负责人褚红军的评价，形象地介
绍了镇“六位一体”办公室主任张金花为村
庄美丽、水体洁净所作出的努力。

张金花担任现职虽只有短短8个月，却
让合作镇在全市2017年“农村环境长效管
理年度考核中”斩获第一名，还在去年第
三四季度全市水环境保洁考评中位列前三
名。去年底，合作镇还捧得了“南通市农
村环境长效管理示范乡镇”牌匾，臣义村、兴
隆村分获“江苏省美丽乡村”“南通市美丽乡
村”称号，她个人也被评为“启东市农村环境
长效管理先进个人”。

农村环境综合保洁“六位一体”及农村
水环境专项整治，说白了就是与垃圾打交
道。因此，张金花的职位，其实就是全镇的

“垃圾王”。当张金花去年8月“硬着头皮”走
马上任，发现村里的种种环境积弊时，心中
不免忐忑。

张金花一到任，即迎来南通市领导来镇
考察和全市第三季度农村环境长效管理及
水环境整治考核。“环境搞不好，全镇丢颜
面。”全镇转一圈，张金花一下子感受到了压
力。她迅即“对症下药”烧了“三把火”：整改
重组3支专业保洁队伍，由原本“大伙隆”分
散保洁改分区域定标准落实，保洁搞不好，
板子打到人；实施巡查点名签到制度，镇“六
位一体”办派出3个巡查员全天候参与保洁
并点名签到，巡查见实效，保洁效率高；建立
镇考核、村评判双重考评机制，镇村联动，保
洁全覆盖，管护少漏洞。就这么“三下五除
二”，全镇环境整治特别是水体保洁因专业

保洁队挑大梁，在10天内就发生了颠覆性
改变。当季，合作镇在全市考核中破天荒地
取得“第一”佳绩。

环境整治特别是水体保洁，垃圾浮在
面上，既要尽快清除，更需长效保洁，还
要拔除一个个“钉子”。为此，张金花带领
大伙在全镇范围内打响了多个环境保洁攻
坚战。去年8月下旬，正值盛夏，“花海小
镇”迎来游客高峰，为优化美化景区道路
沿河沿线环境，张金花连续1个多月展开
不间断巡查，和保洁队员一道清除垃圾、
打捞恶性水生植物、保洁路面，将优美环
境呈现于各方来客；去年10月，她多次巡
查周云村时，均发现有村民将芦笋杆堆放
或抛弃于沟河，立即“小题大做”召开整
改现场会，随之化解此顽症；今年春节前

夕，她得知二效镇村与兴隆村接壤处的寿
丰桥旁，有一个多年形成的垃圾场因两村
责任未明而堆成小山，便果断召集两村干
部拿出整治方案并落实保洁责任，三天
后，寿丰桥边几十吨堆积垃圾被全部清
除，且两村以桥为界，实施常态保洁管
护，多年难题一朝化解……

美化乡村、热爱本职。34岁的张金花自
从当上了“垃圾王”，就全身心地扑在工作
上。盛夏酷暑，她巡查全镇汗流浃背；冰天雪
地，她和保洁队员一同辛劳；孩子尚幼，她接
来母亲当专职“保姆”，加班加点成常态。今
年春节，面对节日期间垃圾量爆增，她牺牲
难得的2天休假奔忙于保洁现场……她所
作出的努力与奉献，点点滴滴都转变成了美
丽乡村、水美村庄的亮丽景色。

花儿绽放于美丽乡野
——记合作镇“六位一体”办公室主任张金花

本报讯 近日，市综合
检验检测中心检测人员在
伊顿公馆和润福花园两家
住户家中采集室内空气样
本，进行甲醛含量检测。同
时，现场为户主讲解甲醛的
危害以及相关预防措施。

为提高市民家居环境
质量，普及绿色健康的家居
理念，近期，市综合检验检
测中心开展家居环境免费
检测活动，为市区一批装修
竣工不超过6个月的商品房
住宅用户免费检测室内空
气甲醛含量，受到了市民普
遍欢迎。

市检测中心检测人员
介绍，普通群众最容易接触
到的甲醛，主要来自装修污
染。居室装饰材料和家具中
的胶合板、纤维板、刨花板
等人造板中含有大量以甲
醛为主的脲醛树脂，各类油
漆、涂料中也都含有甲醛。
长期接触低剂量的甲醛，可
能引起慢性呼吸道疾病，严
重的甚至会引发鼻咽癌。女
性长期接触低剂量的甲醛，
可能挥引起月经紊乱、妊娠
综合征，也可能会引起新生
儿体质降低、染色体异常。
高浓度的甲醛对神经系统、
免疫系统、肝脏等都有毒
害，还可导致新生儿畸形和
引发癌症。

检测人员提醒市民预
防甲醛危害应该注意以下
几方面：装修之前要充分考
虑环保问题，在设计及预算
时就要考虑到装修后的甲
醛危害，尽量到正规的家装
市场选购合格的家装材料，
尽量降低甲醛进入家庭的
风险；装修过程中，尽量减少使用密度板，尽量
减少胶类的使用量；装修后要保持通风，最好能
通风半年以上再入住。

据悉，今年，市综合检验检测中心将启动建
立室内空气检测站，提升室内环境空气质量检
测能力，更好地为市民提供检验检测服务。

（朱俊俊 徐萌）

百姓名嘴进社区宣讲十九大
本报讯 近日，华联新村社区邀请街

道百姓名嘴宣讲团来到社区，宣讲党的十
九大精神。

宣讲通过鲜活的事例、通俗的语言、
丰富的数据，充分展示了近五年来国家取
得的辉煌成绩以及百姓生活发生的巨大
变化，帮助群众深入了解十九大精神的丰
富内涵。 （章馨露 姜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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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进校园

“榕城游子”邱岳峰
1949年，一个原籍福州的中俄混血儿艺

人，为了逃避战火，带着太太和出生不久的儿
子从沈阳一路南下南京，最后落脚到上海。
他，就是后来的杰出配音艺术家邱岳峰。

根据邱岳峰长子邱必昌的叙述，他的爷
爷（也就是邱岳峰的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学习
军事，回国后在呼伦贝尔中俄边防哨卡当了
国军小军官。早年苏联发生革命时大批白俄
扶老携幼逃往中国。一次，这个小军官在呼伦
贝尔边境区保护了一家逃亡的白俄农庄主，
后来为了答谢他，这个农庄主就把自己的女
儿嫁给了他。不久后，这对中俄夫妻就生下了
他们的独生子邱岳峰。在儿子诞生不久，小军
官就带着邱岳峰的生母和年幼的邱岳峰回到
了福州老家定居。后来邱岳峰的父亲大概在
他十几岁时离开福州，开始闯荡江湖，飘零四
乡。邱岳峰小时候没正经念过书，他的小学教
育是在四处颠沛中断断续续完成的，后来他
还上过北京英语专科学校，结果却也没毕业。
邱岳峰有个不为人所知的小名叫“呼生”。后
来他还曾在他的藏书或本子上签上“榕城游
子”（榕城即福州），以此纪念他心中遥远的
故乡。

邱岳峰当年在他父亲离开老家不久后
也离开了福州，这样就剩了邱岳峰的俄籍
生母一个人孤守榕城了。后来，邱岳峰的父
亲在外地又认识了一个女人并将其纳为侧

室，两人就一块儿过了。那
两位老太太后来邱必昌都
见过，为了区别称呼，邱岳
峰的几个子女管他的俄罗
斯生母叫“外国奶奶”，管他
的继母叫“中国奶奶”。在邱
必昌的记忆里，中国奶奶对
他们比较好。由于邱岳峰的
父亲与中国奶奶并无子嗣，
老太太对邱岳峰视同己出，
而邱岳峰的两位母亲先后
都曾在上海徐汇区南昌路
上的钱家塘和邱岳峰一家同住，并终老于
此。当年邱岳峰离开福州后便颠沛流离，一
直以卖艺为生。1940年代末，他组织了一个
小剧团一路北上，最后到了东北沈阳附近
的法库。

当时的东北兵荒马乱，邱岳峰带着他
的太太和另外两个人所组成的小剧团就在
东北靠搞些小规模演出、唱唱堂会、演演小
节目维持生计，他自己就在里面打鼓、变魔
术、说相声，什么都干，但他们的生存还是
非常困难。邱岳峰那时是小剧团的头儿，下
面几个人都要靠他养，但他们在当时战火
纷飞的东北混，生意并不好。渐渐地，他们
没戏演了，小剧团的成员也没钱发，最后连
日常开支都难以为继了。就在那个时候，邱
岳峰的一个朋友找到他，说国军政工队需

要演员，看中了邱岳峰，还让他带上几个人
去政工队，说是“可以有军饷发”。于是，在
东北的遍地战火中几乎已经走投无路的邱
岳峰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加入了国军政工
队。没几天工夫，他就逮着机会带着几个人
跑了。

1948年，邱岳峰带着妻小离开沈阳。在
接下来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一家辗转
南下，拼命躲避身后由北向南不断蔓延的
战火。他先到南京试图找他父亲，之后就继
续前行来到了上海。上海解放不久，上海电
影制片厂要成立翻译片组了，一个女作家
得知这个消息后就找到邱岳峰，想介绍他
加入，邱岳峰一想这是个不错的工作机会，
就同意了。于是，这么一个偶然的机遇便造
就了中国电影译制片史上的一位杰出人

物。不久后，邱岳峰在沪西
长宁路上安了家。1953
年，他又在演员组同事张
同凝的介绍下举家搬迁到
卢湾区南昌路550弄丙弄
10号（当时那条弄堂名叫

“钱家塘”）的一间面积十
七点二平方米的房子里，
并在那里一直住到去世。
邱岳峰一家大小在上海定
居后直到他去世的三十年
里，他们家的生活水平就

一直停留在极普通的上海市民标准上。平
心而论，邱岳峰每月拿的一百零三元工资
在当时来说应该算是不低的收入了，可就
这一百零三元也实在架不住邱家众多人口
的开销（而且这一百零三元的工资邱岳峰
从1950年代初一直拿到1980年代初去世，
始终没加过一分钱工资），特别是邱岳峰太
太在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前已被迫从杭
州话剧团退职回上海跟丈夫一起“反思问
题”，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邱岳峰一
家六七口人的生活就指着他这一百零三元
过活。因此，在那个时期，邱家的生活标准
甚至低于大部分的上海家庭。用邱必昌的
话来说，他们家没有任何特殊，就是普通老
百姓。人家怎么过日子，他们就怎么过日
子。每天早晨，邱岳峰一家就像典型的上海

家庭一样用头天的剩饭煮一锅泡饭，一家
人分而食之，他的俄罗斯血统并没有给邱
家的生活带来任何与众不同的洋习惯（或
许在当时那种条件下邱岳峰也养不起洋习
惯），就连邱岳峰的生母——那个血统纯正
的俄罗斯老太太也只好跟着儿子一家学做
上海人，既没有每天的面包，也不喝罗宋汤
了。

当上译厂还在万航渡路618号大院的
时候，邱岳峰早晨一般是在高塔公寓后面
的襄阳南路25弄弄口的45路车站等公共
汽车，然后就一部车直接坐到单位，下班后
也是搭45路公交车回家，他会在淮海中路
汾阳路口上海音乐学院竹篱笆墙边（上海
人称之为“戗篱笆”）的车站下车，然后步行
约五分钟走回钱家塘家中。有一个时期邱
岳峰也曾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料后来那车
被偷了，之后他就一直坐公交车通勤了，直
到上译厂搬到离他家很近的永嘉路383号
后，邱岳峰就基本步行上下班了。

就这样，满怀着对“解放后过上好日
子”的憧憬，邱岳峰开始了他一生为之努力
付出的电影配音生涯。在邱必昌的印象当
中，他父亲曾经说过“文革”前自己配得比
较满意的有《科伦上尉》《警察与小偷》《第
四十一》《白夜》《检察官的故事》《神童》等
影片。一路走来，邱岳峰的成就辉煌灿烂，
却也跌宕起伏。 （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