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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沙千秋》首发 讲述家乡故事

航头
“六个一”
工程着力传承历史文脉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春节前，
《鹤
沙千秋》在浦东图书馆首发，该书从鹤文
化、盐文化、人物故事等方面，收集梳理了
一批航头故事，展示航头本土文化，这也
是航头镇推进“六个一”乡愁文化工程的
成果之一。
2018 年起，航头镇立足于“盐、鹤、家”
三大文化命题挖掘和传承的发展战略，启
动“六个一”乡愁文化工程，具体为写好一
本航头故事，编撰一套村志，编写一套历
史文化校本课程，保护一批老建筑、老树
木，挖掘培育一批文化传人，推进一村一
馆展示。在传承历史文脉、留住乡愁记忆
的同时，以文化自信推进乡村振兴。

挖掘本土故事
陆逊养鹤的美丽传说、宋朝抗元名将
鲍廉、清朝翰林院编修吴省兰、中国现代
著名文学大家、翻译家傅雷……《鹤沙千
秋》一书包罗了航头“盐、鹤、家”三大文化
特色，体现了人杰地灵、钟灵毓秀、名人辈
出的航头文化底蕴。
《鹤沙千秋》执行主编胡龙昌出生在
航头下沙，他说：
“ 这次有幸受邀参与《鹤
沙千秋》的编撰工作，挖掘本土历史文化，
在感受家乡历史文化魅力的同时，倍感肩
负责任的重大。”
本书编撰并没有邀请专家学者，而是
集结了一批本土文化人。在 8 个多月的时
间内，编撰人员先后前往 13 个村进行史料

传承历史文化
首发现场，
《鹤沙千秋》中的几则故事
被搬上了舞台。情景剧《傅雷教子》，呈现
了傅雷先生对子女的谆谆教导，市级非遗
项目舞蹈《卖盐茶》则体现了航头盐业发
展的悠久历史，童谣故事《下沙烧卖》听后
让人垂涎欲滴。
图书馆内还陈列了近 20 块图文展板，
展现《鹤沙千秋》中的一些精选内容，包括
航头镇镇域内的古宅、古树、古桥，以及文
化地标、文化名人等。
据介绍，航头故事《鹤沙千秋》首发
3000 本，将发放至当地社区、学校，让更多
居民、青少年了解航头本土文化。
“《鹤沙千秋》的意义在于让现代人知道
家乡历史文化的根源，
增强对航头鹤文化、
盐文化、
家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更好地传承
本土文化。
”
航头镇党委副书记黄震说。

守住文化根脉
过去一年中，航头镇在加强文化阵地
建设方面，着力打造傅雷故居、
“ 传方园”
田园文创综合体等航头文化地标，加快大
居文化活动中心、浦东新区版画创作基地
建设，并挖掘统筹镇村（居）各类文化资
源，打造航头文化精品，海派快板《包中

浦东公益组织
为山区贫困儿童送压岁书
本报讯 （记者 徐玲）这个春节，湖
南新化县炉观镇中心小学二年级的小鱼
和全班同学欣喜地收到了来自上海的新
年礼物——团圆主题的亲情绘本。年
前，上海浦东泉蒙阅读文化交流中心发
起了“给山区孩子送压岁书”众筹项目，
号召大城市的孩子用压岁钱为同龄人换
压岁书。项目共筹得 6 万余元，为湖南
山区 400 多名贫困儿童购买了 2000 余册
绘本。
小鱼的父母长年在外务工，每年过
年，他们都会给儿子带回新衣服和好吃
的。但这次的压岁书让家庭成员有了
更多的共处和沟通的时间。这是一次
全新的团聚共读体验，全家最喜欢的绘
本就是《团圆》，书中不仅讲了挂灯笼、
打扫卫生、贴对联、包汤圆、舞龙灯等诸

多熟悉的年俗，还表现了许多家庭都会
遇到的相聚与别离。
“ 爸爸在外面盖大
房子 。 他每年只回家一次 ，那就是过
年。”读到这里，小鱼和爸爸妈妈都快要
落泪了，相伴共读让他们更珍惜这难得
的相聚时光。
此次压岁钱换压岁书活动得到了浦
东金杨社区公益基金会和浦东图书馆阅
读推广专业委员会的支持。泉蒙负责人
叶湘辉表示，
“ 压岁之物，本为鼓励之
用”，感谢众多的上海家庭捐出压岁钱，
为山区孩子送压岁书。据介绍，寒假期
间，泉蒙还邀请了一批 10-18 岁的青少
年担任公益小讲师，
在虹口图书馆、上海
太阳花社区儿童服务中心、金杨益天地
等地组织“压岁书”故事会，给弟弟妹妹
讲故事、学习新年礼仪和习俗。

祝桥镇各方协作保障供水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春节期间，
祝桥镇各方积极协作应对水管爆裂事
故，
组织人员连夜抢修，保证了节日期间
的供水。
2 月 5 日大年初一晚上 8：45，祝桥镇
思凡馨苑 1055 弄小区地下供水管道突
发 爆 裂 ，造 成 小 区 420 户 居 民 家 中 停
水。小区居委第一时间联合物业做好现
场情况勘查和居民情绪安抚工作。
接报后，祝桥镇相关部门立即行动，

镇城管办负责人带领镇房管办、镇应急
维修服务站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指导开
展应急抢修工作。
抢修人员很快确定了供水管道爆裂
的具体位置。由于该管道位于居民楼台
阶下方，施工难度较大，机器作业不便，
为保障小区能尽快恢复正常供水，抢修
人员进行了人工开挖。
经过近 5 个小时作业，该小区于 2 月
6 日凌晨恢复供水。

暖气片上放物品隐患多
冬天，在很多家庭中，
暖气片扮演着
非常多的角色。在上面放装饰物、烘衣
服等等。殊不知，这些行为是很不妥当
甚至是危险的。
1、家具和摆设是不能靠近暖气片
的，电脑等精密电子产品也不能靠近过
热和过湿的环境，否则极易造成电子元
件的老化。
2、很多人喜欢在卫生间暖气片上放
牙膏、塑料袋等物品，长时间处于高温环
境下会使这些化学产品变得不稳定，容

周浦举办
民俗文化展示会

的查证工作，并开展多次座谈、个别访谈，
挖掘原汁原味的航头故事。

易变质，甚至产生有害物质。
3、把湿的衣物、毛巾放在暖气片上，
确实有烘干衣物和给室内加湿的双重效
果，但如果是电暖气，
直接把衣物放在上
面，会影响散热，还会导致局部过热，不
仅烧坏衣物，
还可能引发火灾。

小朋友讲述童谣故事《下沙烧卖》。

□本报记者 须双双 摄

情》代表上海地区入选参加 2019 年全国群
同时，做强“下沙烧卖”
“卖盐茶”等“非遗”
星奖比赛。此外，航头镇全面启动十大群
项目，加大传统文化和历史遗迹的保护力
文培训班，开设浦江学堂航行班、浦东版
度，重点完成傅雷故居修缮保护、朱家潭
画培训班等特色教育，并结合“家门口”阵
子文化创意园和“传方园”田园文创综合
地，
实施公共文化服务配送，
。
体建设，打造具有航头特有的“鹤”
“ 盐”
2019 年，航头镇将持续推进“六个一” “家”文化地标，
守住航头文化根脉。
工程，其中，首本镇级乡愁校本教材有望
航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郭嵘表示，
编写完成。此外，航头镇还将加强基层文 “六个一”工程将围绕本土文化、乡村文明
化阵地建设，培育“一村一居一品”，加强
的传承持续发力，让每一个年轻人，每一
基层文化队伍建设，培养更多扎根基层的
个孩子都了解家乡的历史，传承好历史文
文艺骨干，打造“自导自演”的草根文化； 脉。

浦东
“十大最美家庭”获表彰
“百万家庭美丽行”
同时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黄静）2018 浦东最美
家庭、沈国强家庭，
“外籍友善之家”杨永
家庭表彰大会日前举行，2018 年浦东新
康家庭、AIZA 家庭荣获浦东新区“十大最
区
“十大最美家庭”以及荣获全国、市级荣
美家庭”
。
誉的浦东家庭代表获表彰。2019 年“百
同时，
区妇联还号召全区所有家庭投
万家庭美丽行”同时启动。大会由区文明
身 2019 年“百万家庭美丽行”。
“百万家庭
办、区妇联主办。
美丽行”将以
“美丽庭院”建设和缤纷社区
2018 年，以“寻找浦东最美家庭、建
建设为切入点，深入推进“五美”行动，即
设浦东美丽家园”为主题，浦东开展最美
以思想统一引领最美、以评选创建发现最
家庭评选。通过一年的
“寻美”之旅，
浦东
美、以文化浸润涵养最美、以选树典型弘
涌现出丁乐君、雷撼、傅欣、沈其艳等 4 户
扬最美、以队伍建设凝聚最美。区妇联希
国家级荣誉家庭、32 户“海上最美家庭” 望通过
“五美”主题实践活动，
持续唤醒和
和上海市文明家庭、近 500 户新区最美家
激发女性的内生动力，
依靠老百姓的事情
提升家
庭。其中，
“援助大爱之家”陆剑涛家庭、 “自己想、自己做、自己管”的机制，
刘程家庭，
“美丽庭院之家”方水南家庭、 庭文明，带动社会文明程度，切实提升群
陈品芳家庭，
“ 改革建功之家”金燕忠家
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努力营造浦东家庭
庭、卢扣章家庭，
“家风传承之家”吴常美
的最美风景。

“生活垃圾分类达人”名单揭晓
本报讯 （记者 黄静）2018 年“寻找
身边最美生活垃圾分类达人”活动日前揭
晓。浦东的桑金妹等十人当选为 2018 年
上海市
“身边最美生活垃圾分类达人”，此
外还有四叶草环保志愿团等十个公益组
织或团体获选 2018 年上海市“身边最美
生活垃圾分类达人”
（公益组织）。
“寻找身边最美生活垃圾分类达人”
活动得到了市人大城建环保委的支持，
由
市绿化市容局主办。该活动自 2018 年 11
月中旬启动，由市民自愿报名或各方推

荐，
组委会收到个人和公益组织（团体）提
名共 250 余个。
经过专家评审，产生了 16 名候选个
人和 16 个候选公益组织。综合网络投票
和专家投票结果，
最终十名个人和十个组
织获选 2018 年上海市“身边最美生活垃
圾分类达人”
。
市绿化市容局表示，
希望这些先进个
人和公益组织（团体）在垃圾分类方面的
经验能为其他市民和公益组织（团体）借
鉴，
进一步推动本市垃圾分类工作。

陆家嘴与浦商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福山路菜市场改造即将启动
本报讯 （记者 赵天予）近日，
陆家嘴
街道与浦商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对福山路
菜市场开展活化改造，
这意味着梅园地区
15 分钟生活圈将更加完善。
据规划，
新的福山路菜市场将紧密结
合陆家嘴区域特色，在提供社区商业、便
民服务的同时注重人文情怀。在保留传
统菜场功能的基础上，新菜场将引入花
艺、文创等文化元素，
并酌情增加幼托、为
老助餐点等延伸服务功能，实现商业、服
务、党群等社区生活服务设施的集成共
享，
提升菜市场的公益服务功能。
作为陆家嘴街道梅园地区 15 分钟生

活圈建设的重要项目之一，
福山菜市场活
化改造能让本地居民享受到内容更加丰
富的公益、商业、社区、文化等服务。街道
希望以此次合作改建为契机，
建设一个集
烟火味、人情味、好滋味于一体的新型社
区邻里中心，
探索一条以本土文化底蕴为
名片的福山路，并以此为基础，营造一个
有温度、有情怀、有创新、有活力的梅园街
坊。
据悉，
陆家嘴街道还将立足梅园地区
文化特色，
筹建一个集社交、人文、艺术为
一体的新型文化空间——陆家嘴文化展
示馆。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者
章磊）2 月 5 日，大年初一，周浦“小上海”
步行街上弥漫着浓浓的年味，第 48 届
“小上海”民俗文化展示会在此上演。
秤制作技艺于 2013 年被列为浦东
新区区级非遗名录，老艺人潘仁官展示
了家传的杆秤制作技艺，展台上摆满了
大大小小的木杆秤，一杆铜质的称中药
饮片、称金银的微型秤更是夺人眼球。
潘仁官介绍，他家制作杆秤已有一
百多年历史。
“制秤是一门十分精细的手
艺，
16 道工艺都来不得半点马虎，
稍有不
慎，秤就会有偏差。”潘仁官指着秤杆上
的秤星说：
“ 公平诚信就体现在这星花
上。”街上，
潘仁官制作杆秤，
潘建荣则将
常年收藏的 100 多杆木杆秤拿到现场，
其
中大都是宣统年间和光绪年间的老秤。
周浦镇酒酿手工制作能手施华鑫展
示了他的绝活，并向游客介绍酒酿制作
的全过程。铜手炉、绣花鞋、火油灯、银
质水烟壶……在本地因收藏得名的“大
老倌”鲁来大，
也展示了各类年俗藏品。
多名老阿姨进行了织老布、纺纱表
演。游 客 争 相 上 前 互 动 体 验 ，学 习 技
艺。而在另一边的展台上，周浦的书画
家们为游客写春联。游客们拿着一副副
春联、一个个
“福”字，
纷纷用手机拍下这
喜悦的难忘时刻。

书院乡村艺匠
新年出新作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施
国标）辞旧迎新之际，
书院镇余姚村的民
间凿纸艺人叶引军推出新作《红楼梦》长
卷，
一展凿纸技艺的精妙。
《红楼梦》长卷人物众多，
形态各异，
线条灵动。叶引军介绍，这幅作品是他
三十多年来创作的首幅长卷，长 5 米，有
30 多个仕女人物，由“放风筝”
“ 逛大观
园”
“拍蜻蜓”
“弹古琴”
“遛爱犬”四组图
景组成，前后共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才完
成。
叶引军介绍，
刻凿帐幔、玉屏、扇面、
窗格等细节时需格外小心，
稍有疏忽，
就
会破坏作品，
前功尽弃。这幅作品装裱后
将择时展出。此外，
他的另一幅作品
“二
十四孝”
长卷也已进入收刀阶段。
据了解，
叶引军已选好稿样，
春节过
后准备动刀《百子图》，把中国古典名作
陆续以凿纸的形式表现出来，传承中华
民俗文化，
弘扬中华民间工艺。

全市布置 60 余组
年味主题景点
本报讯 （记者 黄静）春节前，本市
绿化部门围绕人民广场、外滩、陆家嘴 3
个市级核心保障区以及 8 个市级重点区
域、13 条市级重点道路更新了冬季时令
花卉景观，
结合立体景点增加年味元素，
金猪生肖、红灯笼、中国结等传统中国年
味元素烘托出喜庆氛围。
人民广场
“秋实满园”大型立体花坛
呈现出浓厚的中国年味道，大红色系的
中国传统剪纸
“童子拜年”与巨大的
“福”
字装饰点缀景点周围，
示意吉祥，
表达祝
福。陆家嘴
“珠联璧合”立体景点也布置
了红灯笼、中国结等传统元素，
寓意红红
火火。据介绍，全市春节期间共布置年
味主题景点 60 余组，草花用量达 1100 万
盆。
春节期间，上海各大公园也准备了
精彩纷呈的活动。其中，古猗园的迎春
活动以
“福”文化为主线，
开展
“迎春贺岁
猗园祝福”系列活动；
上海植物园开展年
宵花展、寻找“猪猪”植物等互动展览活
动；上海辰山植物园“中外名花、祥瑞迎
春”主题花展以牡丹、郁金香和高山杜鹃
等中外名花为主要展示花卉，百花争艳
演绎出春节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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