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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傅雷诞辰 113 周年

傅雷雕像在周浦落成
本报讯 （记者 沈馨艺）
“翻译家死了，
留下了洁白的纪念碑，留下了一颗蓄满着
大爱的心……”昨天，一场诗朗诵，拉开了
周浦镇
“赤子的世界——传承傅雷文化，弘
扬傅雷精神”系列活动的序幕。昨天是著
名翻译家傅雷诞辰 113 周年纪念日，周浦
用一系列活动纪念这位翻译巨匠。
作为系列活动的重头戏之一，傅雷雕
像在傅雷图书馆北广场落成。雕像由著名
雕塑家盛杨创作，以年轻时的傅雷为原型，
以花岗岩为材质，背后配以绿植，
以此激励
青年人，树立信心。
傅雷次子傅敏为雕像揭幕并献花。
“很
像，雕像生动还原了父亲的风采。”他说。
傅雷生于航头，长于周浦，在东西方文
学、哲学、美学等领域树立了一座座丰碑，
仅一本《傅雷家书》，就为几代人的精神世

界提供了文学导赏、美学坐标和家文化的
留言板上写下心声。
“傅雷先生我们永远怀
熏陶。
念你”
“拳拳赤子心，
浓浓爱国情，
纪念傅雷
周浦镇党委书记吕东胜说，傅雷给予
先生”……一句句话语，
表达出对傅雷的缅
了周浦丰厚的历史遗泽，涵养了文化周浦
怀和哀思。
的精神土壤，周浦始终将“傅雷精神”作为
雕像落成仪式后，傅雷图书馆还举办
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文内核，发起了傅雷文
了由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外
化发展专项基金，
资助出版了《傅雷著译全
文学院法文系主任袁莉主讲的讲座“品傅
集》；
建立了覆盖中、小、幼义务教育所有阶
译，
话傅雷——纪念先生诞辰 113 周年”
。
段的傅雷校园体系；
以《傅雷家书》为底本，
作为系列活动组成部分，傅雷图书馆
开展了面向全国的最美家书征集活动；修
还将邀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带来
缮了傅雷旧居，建成了全国首个以傅雷命 “从傅雷到傅聪”的讲座，并举办“谦慧润
名的图书馆。
心，
正诚传家”
《傅雷家书》诵读活动。而在
“傅雷雕像落成是周浦发展傅雷文化
周浦美术馆，
“傅雷的法兰西青年岁月”展
又一个阶段性象征，也是一个新起点。后
览也将于 8 日开幕。继去年在北京法国文
续，周浦将继续弘扬‘傅雷精神’，让‘傅雷
化中心、北京大学展出后，
这一展览来到周
精神’在周浦有更好的传承。”吕东胜说。
浦，
让家乡的人民更深入地了解傅雷，
发现
活动现场，
各界人士为雕像献花，
并在
傅雷的魅力。

共用一个门牌号却 20 多年不相通

拆了一堵墙，
终成
“一家人”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记者 章磊
高桥镇潼港西八村居民区的两个小区
虽共用一个门牌号，
却不能互通，
这种状况
存在 20 多年了。在高桥镇
“我为群众办实
事”
实践活动中，
隔在两个小区中间的围墙
拆除了，
两个小区终于成了
“一家人”
。
潼港西八村自管房小区很袖珍，一
幢楼 4 个门洞 48 户。它与西八村小区分
属两个开发商建造，但共用和龙路 556 弄
一个门牌号。原西八村小区的物业公司
没有将自管房小区纳入统一管理，两个
小区两幢相邻的楼之间有一堵围墙。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
以前自管房小区的
物业管理由政府出资托管，
由指定物业负责
小区的保洁和保修。自管房小区没有门卫
室，
小区居民最大的困扰就是缺乏安全感。
不久前，
现在的小区物业潼港物业拆除
了将两个小区阻隔了20年的围墙，
打通了道
路，
使两个小区真正整合成为
“一家人”
。
“我去西八村儿子家再也不用从和龙
路绕了，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自管房小
区居民陆阿姨激动地握着居委干部的手
不停感谢。
“以前这个围墙上有彩钢板，风一大
就哗哗作响，晚上吵得我睡不着，现在我
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西八村小区居
民徐阿姨也不禁感慨。

将一墙之隔的两个小区重新整合在一
起，
并不是简单地将墙一拆了之，
还有许多
细节需要统筹部署。比如，拆墙后绿化怎
么修整？门禁怎么安装？对此，居民区党
总支走访居民了解社情民意后，决定利用
自治金对小区绿化地进行补种，
还绿于民。
现在的小区物业对原自管房小区的
大门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居民进出刷卡，
所有小区车辆均从西八村小区大门出入，
小区真正实现了封闭式管理。
为了让整合后的小区更平稳有序，物
业公司还对整个小区居民的车辆、停车位
数量、停车资源进行了排摸，进行了停车
位划线，尽量做到资源合理规划，有序停
车，
方便居民。

樱花园里打造
“党建+文化”空间
本报讯 （记者 严静雯）日前，浪漫
的高东樱花园新增了两座装扮一新的建
筑——红樱亭与万樱阁，它们承担着党群
服务站和文化服务站的功能。
万樱阁坐落于樱花园南侧的早樱观
赏区，它是为居民和游客量身打造的公共
文化空间，有两个室内房间和 1 个露天活
动区。室内分展示厅和阅读区。展示厅
内，游客可以滑动大屏幕，了解各种樱花
品种。阅读区还提供高东地方文献等，方
便到访者深度了解高东的人文故事。活
动区则为居民提供各种“家门口”文化服
务，樱花结合党建，碰撞出党群服务体验
的新火花。
而坐落在樱花园北面晚樱区的红樱
亭主打党建主题。
约 100 平方米的空间内设置有三个
功能区域：议事仪式厅、学习教育厅、初
心使命厅。其中，议事仪式厅为区域内
党组织提供议事、宣誓活动；学习教育厅
则为党员群众提供政治理论学习、教育
培训和线上互动等服务；初心使命厅则
陈列着从党员群众中征集而来的煤油
灯、手电筒、电视机、录音机等老物件，每
一件物品都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和浦东的
发展。

傅雷雕像昨天落成。

□徐网林 摄

商场特卖区域有人公开售假
浦东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
本报讯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张馨
月）近日，浦东检察院向一家民营企业制
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帮助其堵漏建
制，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浦东检察院检察官在办理一起侵犯
注册商标专用权类行政非诉执行案中，
发现一家商场的物业管理存在漏洞，致
使假冒商品在商场特卖区域公然售卖。
自 2017 年起，严某在浦东某大型综
合商场 2 楼销售标有“Lee”商标的牛仔
裤，但无法提供相关商标适用授权材料，
至同年 8 月 31 日被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
查获，共销售牛仔裤 500 余条、短袖 100
余 件 。 严 某 对 涉 案 商 品 的 定 价 为 100
元/条，远低于该品牌商品的正常售价。
浦东检察院经调查核实后认为，商
场管理者负责维护商场经营秩序与商场
信誉，有保护商户和广大消费者正当权

追尾事故之后的故事很暖心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丁宏奇
“这次真的太感谢你们了，请你一定
要代我谢谢那位民警。”日前，
李先生来到
浦东公安分局交警支队事故处理点处理
事故，
见到民警，
连声道谢。
3 月 31 日 21：20，交 警 支 队 高 速 大
队夜班民警张强驾车沿 罗山高架路 北
向南巡逻至华夏中路上匝道处，进入泊
车执勤点位值守。不一会儿，一辆白色
SUV 打着双跳灯停在了警车前方，
“帮
帮忙！”车上一男子一下车就向民警求
助。
原来，
李先生驾车沿罗山高架路北向
南行驶至中环出口处时，
因刹车不及追尾

在樱花掩映下，
万樱阁别具魅力。

有机蔬菜、有机大米、有机猪
肉……近年来，有机食品深受欢迎，
越来越多的有机食品走上了消费者
的餐桌。有机食品虽然常见，但很
多消费者对其一知半解，有些消费
者一听到“有机”二字，便会想当然
地认为这种食品更天然、更营养。
到底什么是有机食品？有机食品是
否真的更有营养？如何挑选有机食
品呢？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
科学技术部主任阮光锋介绍，有机

前车。事故发生后，
坐在车内的孕妻顿感
不适，由于车损不大，双方协商后自行撤
离现场。
哪 知 道 ，李 先 生 驾 车 驶 出 不 久 ，车
内慢慢冒出一股焦味。
“这是啥味道？
别抛锚了。”望着难受不已的妻子，李先
生一心急着赶去医院，但又不敢再开。
此时他看到了前方的警察，顿时看到了
希望。
了解情况后，张强考虑到李先生的
车已不宜继续行驶，上报指挥平台后，
驾驶警车将这对夫妻送至最近的周浦
医院，同时调来牵引车将事故车牵引至
安全区域 。李先生妻子 经 医院诊治已
无大碍。

□本报记者 郑峰 摄

红樱亭、万樱阁自 3 月中旬试运行以
来，全力打造零距离、接地气的党群服务
阵地。近半个月的时间里，两个党群活动
新地标每天都有丰富的活动：戏曲沙龙、
书法体验、团扇制作、亲子涂鸦、活力“快
闪”，以及作为高东名片的门球特色体验

食品安全进行时

益的责任。物业公司为他人销售侵犯注
册商标专用权商品提供了经营场所，客
观上为侵权违法行为的实施提供了便利
条件。该情况反映出物业公司对商场经
营商户的管理与监督存在漏洞。
浦东检察院向该物业公司制发检察
建议，建议其进一步加强商场经营者资
证审核，进一步加强商场日常巡查管理，
进一步加强对经营者诚信、合法经营的
法治宣传等，
减少侵权违法行为的发生。
目前，该物业公司已与涉案商家解
除租赁合同，针对入驻商户进行了经营
主体资格梳理。
“感谢检察官及时指出我们的管理
漏洞，我们将对照建议认真检查，一条条
整改到位，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物业公司企业代表
说。

等，
吸引了数千人次参与。
接下来，
红樱亭、
万樱阁还将持续推出
政策咨询、情景党课、党史问答等日常项
目，并将重点推出文化擂台 PK、幸得有你
山河无恙——致敬 50 年以上党龄老党员、
浪漫满樱最美汉服体验式摄影等活动。

不必刻意追求吃有机食品
食品就是按照有机产品的标准进行
生产、加工、销售的，供人类消费、动
物食用的产品。我国有机产品国家
标准详细规定了有机产品生产、加
工、标示和管理的各种要求，比如物
种，包括粮食、蔬菜、水果、牲畜、水
产、蜂蜜等未经基因改造；生产过程
不得使用化学合成农药、化肥、生长
调节素、饲料添加剂等物质；对水
质、空气、生态环境等的要求，如生
产基地要远离城区、工矿、工业污染
源等。

由此可见，与普通食品相比，有
机食品的确可能更天然一些，但是
否更有营养呢？业内认为，尽管有
机食品与普通食品在成分含量上略
有区别，但当试验聚焦在对人体健
康产生的影响上时，研究人员并没
有找到充分证据证明有机食品有更
高的营养价值。换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人们已经能够从膳食中摄取丰
富的营养素，那么有机食品中细微
的高含量成分对营养素的贡献微乎
其微。

栏目主办

业内人士提醒，如果消费者更
关注食品的性价比、营养等方面，就
要注意食物多样化，做到均衡膳食，
在一定预算内选择安全、有保障的
普通食品即可，不必刻意追求有机
食品；如果消费者更关心天然、环保
等方面，而且购买食物所花费的资
金不会对家庭造成额外负担，那么
有机食品不失为一种优质选择。
购买有机食品时要注意看产品
包装上是否使用了有机产品国家标
志，并同时标注了有机码、认证机构

上海市浦东新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名称或标识等；有机产品的包装通
常使用由木、竹、植物茎叶和纸等制
成的可生物降解和可回收利用的包
装材料；向销售单位索取认证证书、
销售证等证明材料，查看购买的有
机产品是否在证书列明的认证范围
内；登录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
员会的“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
系统”，核实生产加工企业是否已经
获得认证以及证书是否已经过期等
信息。
来源：
《中国食品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