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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延）昨日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翁祖

亮在新区办公中心会见了霍尼韦尔全球高增长地区总裁沈达

理一行。

翁祖亮介绍了当前浦东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疫情防控相关

情况，对霍尼韦尔积极参与浦东发展表示感谢。他说，面对去

年以来的疫情，浦东各类市场主体与政府部门同舟共济、积极

抗疫，取得显著成效，发展态势良好。浦东与霍尼韦尔拥有多

年的合作基础，未来合作空间广阔，浦东将全力支持霍尼韦尔

在浦东推进战略规划布局，期待双方能够持续深化合作，实现

共同发展和进步。

沈达理在会见时表示，得益于政府部门在疫情防控方面作

出的努力，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公司在全球率先恢复正常运营的

区域，在未来的发展中，霍尼韦尔将继续坚持“东方服务东方”

“东方服务世界”的策略，加大在浦东的投资，建立更加紧密的

合作关系。

霍尼韦尔是一家《财富》全球 500强的高科技企业，旗下航

空航天、智能建筑科技、特性材料和技术、安全与生产力解决方

案四大业务集团目前均已落户中国。浦东是霍尼韦尔亚太区

总部的所在地。

副区长杨朝会见时在座。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可以在市区爬

山、骑马，也可以听歌剧、赏园林，甚至还能足不出沪走进中国

版“布查德花园”……位于黄浦江畔的上海世博文化公园，令广

大市民游客翘首以盼，今年将实现北区开园。复工号角吹响，

世博文化公园进展如何？记者昨天上午进行了实地探访。

双子山抢抓工期

高达 48米的双子山，是世博文化公园的一大地标性景观，

已在近日正式开工。

“往年复工都要在正月十五之后，但双子山涉及专业多、工

作面广泛。山体内部的35千伏园区变电站，直接为率先开园的

北区供电，必须推进项目赶工。”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裁戴志杰介绍，考虑到疫情反复，同时响应就地过节号召，项

目部在节前已落实相关劳动力组织，预备了 160余名作业人员

留沪过年，并安排管理人员到岗，确保在节后第一时间复工。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搭建35千伏园区变

电站的一层结构，预计到3月中下旬，高度将达到3层。数台桩

机也在热火朝天作业，完成最后300根钻孔灌注桩施工，这意味

着整个双子山项目共计 6000根桩即将收尾。建成后的双子山

将还原自然野趣的山林溪瀑，展现都市山林风貌，现场，多台三

轴搅拌桩正进行地基加固施工，为后续覆土植绿打牢基础。

双子山最高峰相对高度为48米，余脉高为8-37米不等，形

成东高西低的走向，内部采用空腔结构，设置停车库、变电站等

功能设施，并与外部交联互通，建成后将成为国内第一座高度

超过40米的人工仿自然山林。项目经理张斌还介绍，双子山采

用的是外包钢混凝土结构，用量达3万吨，将是国内最大的外包

钢混凝土结构建筑。

世博保留场馆施工有序推进

为延续世博记忆、传承世博文化，世博文化公园将原世博

会俄罗斯馆、卢森堡馆、意大利馆、法国馆 4个场馆进行保留改

造，打造文化教育、展览展示的新空间。保留场馆位于将开放

的公园北区，目前施工作业有序推进。

俄罗斯馆是保留场馆中规模最大的自建馆，改造工作以外

表皮结构及屋顶结构拆除更换为主。项目经理常昆介绍，俄罗

斯馆 12个象征着生命之花以及世界之根的白金红三色塔楼造

型特别，单块铝板不规则且镂空图案各不相同，为此项目团队

在改造更新之前一一扫描建模，力求“原汁原味”。

此外，世博保留场馆原为临时建筑，俄罗斯馆主楼原屋顶

为封闭式网架结构，改造过程中，项目团队将其改建为铝合金

结构的穹顶采光屋面，并取消原结构中心的 16根钢柱，令室内

空间宽敞明亮。

常昆透露，4个世博会保留场馆不少制造工艺复杂，项目方

克服难点，保证效果。例如，卢森堡馆是全国第一座采用大体

量耐候钢板作为外立面装饰的建筑，项目通过多次循环制作各

效果修复样板满足修旧如旧的理念；意大利馆外立面的混凝土

板为意大利纯手工打造，项目方在背部采用玻纤网格布和钢方

框加固，又在正面采用涂刷保护剂，两面处理增强耐久性。

记者从世博管理局获悉，经初步统计，计划2月底建筑工地

复工将有 24个，其中市重点工程 13个。至 3月初，世博地区 30
个建筑工地将全面复工。

本报讯（记者 张敏）昨天是

新学期开学第一天。上午 8：15，
浦东海富龙阳幼儿园门口，塘桥

派出所与属地交警启动护校联

动。开学的第一课，民警走进幼

儿园，与 20余位大班小朋友开展

互动式交通安全宣讲。与此同

时，浦东辖区面上其他中小学幼

儿园也都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早高峰期间，交通压力相对

较大。”浦东交警支队二大队二中

队中队长徐耀华介绍。对此，浦

东交警支队和属地派出所投入

1000余名民警、辅警，设置护校岗

位，“一校一案”，使相关管理措施

更贴近每一所学校、幼儿园门前

及周边交通环境。其中，送学车

辆的临时停放管理成为重中之

重。远程停放步行接力送学、路

内临时停车、门前即下即走为三

种主要模式，学校出入口附近有

地铁站的，还鼓励家长搭乘地铁

送学。

“开学第一周，浦东各中小学

校、幼儿园将陆续完成一次交通

安全的宣传教育活动。为配合

宣传，我们还专门设计制作了三

折页的‘遵守法规 安全出行’卡

通宣传资料。宣传资料上左侧

是中小学生和幼儿园小朋友应

掌握的内容，右侧则是爷爷奶

奶、外公外婆接送孩子需要关注

的安全出行知识点。”浦东交警

支队车宣大队副大队长朱融雪

介绍。

同时，浦东交警部门还将对

配有校车的中小学校、幼儿园进

行新一轮安全排查，对校车座椅、

安全带、门窗玻璃以及消防器材

全面检查，对校车驾驶人资格重

新审核。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新学

期伊始，为确保7：00-8：00早高峰

时间中小学生能够安全、顺利返

校，浦东各公交公司不仅及时掌

握学校地段的道路信息，加大了

运力投放，还安排身穿“蓝马甲”

志愿者在校门口守护学生们安全

进入校门，确保学生在上学路上

安全无忧。

昨天一早，来自金高公交的

20余名身穿“蓝马甲”的党、团员

志愿者分别来到金苹果学校、金

茂小学、曹路阳光苑、新城小学等

学校门口，当有学生过斑马线时，

值守在一旁的志愿者抬手示意车

辆礼让慢行，引导着学生安全通

过斑马线，还为学生们准备了口

罩、酒精棉片等，提供给一时疏

忽、忘记佩戴口罩的学生……

据悉，为及时提醒驾驶员注

意行车安全，金高公交的志愿者

还在新城小学校门口旁的新德路

川沙路站点上，对途经的线路加

强现场管理，提醒驾驶员注意控

制车速、保持车距，规范进出站，

严格执行路口操作规程要求。

■本报首席记者 符佳

穿自己喜爱的红衣服，抱着小

牛吉祥物去上学，开心！

校长发的“压岁红包”里，有一

张“作业免单券”，兴奋！

连答三题成为红色党史“小达

人”，自豪！

鼠去牛来，春回校园。昨天，

2020学年第二学期开学首日，50万
浦东学子在明媚春光里，“犇”向美

好新学期。

牛年“红包福袋”
有惊喜更有爱

昨天早上 7:45，竹园小学张

杨校区大门徐徐打开，一群身穿

红色服装的“小笋芽”背着书包，

戴着红领巾，手捧小牛玩偶，依次

排队通过测温仪。“牛年大吉，开

学快乐！”老师扮演的红牛人偶送

上祝福，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瞬间

点亮了校园春色，不少守在校门

口的家长，也被师生感染，乐开

怀。

孩子们的手绘创意作品，让

校园焕然一新，红红火火的“牛

气”随处可见。一进校，二（1）班

学生秦曦便径直走向祝福墙，将

准备好的手写祝福和心愿，挂在

墙上。这个名为“牛气迎一迎”的

开学日活动环节里，秦曦还收获

了意想不到的惊喜：一个来自校

领导的“压岁红包”。打开一看，

除了迎新年的祝福语，还有本学

期的福利：“哇，我可以换一个座

位！”秦曦乐坏了。她已经想好了

要跟谁做同桌，满心期待着“新学

期、新同桌、新开始”。

“我可以免单一次作业！”“我

可以参加四月的校长有约，和校

长一起共进午餐！”拿到红包福利

的“幸运儿”们乐坏了。一张小小

的“纸片”，点燃了孩子们对新学

期的期待。

竹园学子有“压岁红包”拿，

老师也有“福袋”收！在“牛运扭

一扭”环节，50位青年老师准备了

50 份送给学生、同事的新年“福

袋”，等着“有缘人”来领取。找啊

找，美术教师朱燕凡收获了从教

10 年来的第一份开学礼物：可爱

的盲盒玩偶。“被这份心意感动

了！”朱燕凡发现，送出这份礼物

的，正是她曾带教的实习教师瞿

嘉妤。

开学第一天的惊喜，连续不

断。“牛味拍一拍”，每个班级拍一

张开学集体照，定格孩子们珍贵

的成长瞬间；“牛娃练一练”，全体

师生分批开展安全逃生演练，维

护平安校园，守护师生健康。

看着师生的笑容，竹园小学

校长娄华英满心欢喜。她介绍，

该校当日有近 4000 名学生回到

校园，学校根据三个校区的特点，

分别设计开展不同主题的开学日

活动。张杨校区以“‘辛’年‘丑’

一瞅 争做竹园小牛娃”为主题，

通过“六个牛”系列活动，鼓励竹

园“小笋芽”们学习和实践“三牛”

精神，成为校园里的“小小牛”；沪

东校区则聚焦“科技世界任我游

创新点亮新一年”的主题，41位幸

运“牛娃”成为创意盲盒大抽奖的

赢家，孩子们交换牛年小礼物，写

下新年新祝福。

而 龙 阳 校 区 的 开 学“ 第 一

课”，则处处都有“牛”的元素：音

乐课上，聆听七首不同形式的有

关“牛”的乐曲；美术课上，欣赏古

今中外以“牛”为主题的艺术作

品；自然课上，老师用项目化学习

的方式，通过提问驱动学生探索

“牛”的学问，让学生感受“牛”不

尽的快乐、学习“牛”不尽的学问。

定制“船票”邀学
生登“红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哪一

年？”……新学期第一天的午后，浦

东新区观澜小学新川校区的操场

上，“百年党史我来赛”活动正火热

举行。一年级学生黄一一用清脆

的童声，连续答对了这三个问题。

领到了学校准备的双重奖品

——“旺旺”雪饼加仙贝，这个 7岁

男生开心地向教室走去。在他的背

影旁，该校首任校长黄炎培的铜像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十几米外的一

墙之隔，历经战火洗礼的川沙古城

墙就在眼前。作为浦东历史最为悠

久的学校，观澜小学有着深厚的红

色基因。在新学期第一天，该校以

“红船启航越百年 澜星追梦‘犇’未

来”为主题，开启了迎接建党100周
年主题系列活动的序幕。

一早入校时，近 3000名“澜精

灵”每人都收到了一张特殊的“红

船”的船票：这是一本小巧的手掌

书，里面记录着中国共产党百年来

的大事记。在少先队活动课上，辅

导员老师带领学生一起登上“红

船”，探究“船票”，穿越百年学党史，

珍惜当下知党恩。根据不同年级制

定的党史问题深入浅出，抽题回答

的形式活泼轻松，答题挑战的奖励

有趣诱人，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

收获特殊的“红文化”知识。

而在开学典礼上，团员老师和

少先队员代表一起表演了快板《百

年辉煌心向党》和歌曲《我们都是

追梦人》，飞扬的党旗将现场渲染

成一片红色的海洋，也在小小“澜

精灵”的心中，埋下了红色的种子。

观澜小学校长金维萍表示，在

牛年开学第一天，全校师生一起来

上这一别具一格的思政教育课，在

浓浓的红色氛围中，丰富的实践体

验活动“柔和”地将学生状态从放

假模式调整到开学模式。这样的

“开学第一课”既是对180多年观澜

校史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建

党百年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庆祝。

她期待观澜学子从小学习“创新、

奋斗、奉献”的红船精神，成为新时

代好少年，让“红船”的精神力量乘

风破浪，驶向下一个百年。

本报记者直击开学首日浦东校园

明媚春光“犇”向美好

千警千岗定点护校保安畅

护航开学，多了一抹“公交蓝”

翁祖亮会见
霍尼韦尔高管

世博文化公园
开足马力复工忙
今年将实现北区开园

①浦东历史最为悠久的学校观澜小学，以“红船启航越百年 澜星追梦‘犇’未来”为主题，开启了迎接建党100

周年主题系列活动的序幕。

②竹园小学张扬校区的主题墙上，挂满了师生手绘的祝福。

③观澜小学的学生登上“红船”，探究“船票”，参与“百年党史我来赛”活动。 □均校方供图

①①

②② ③③

双子山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