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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般的成人献礼
奉贤中学 87 位高三学子加入中华骨髓库
□记者 吴口天
“伸出援手，点燃生命希望。”
日前，奉贤中学联合奉贤区红十字
会，开展了造血干细胞捐献集体入
库仪式。在这一天，87 位高三学
子完成了造血干细胞口腔粘膜样本
采集入库，正式加入了中华骨髓
库。
今年是奉贤中学首次成规模展
开学生志愿加入中华骨髓库活动。
“其实从去年开始就有过这样的志
愿活动。”高三年级部副主任宋海
英说，“前段时间，曙光中学学子
为父捐献骨髓的事迹，让学校许多
师生感触良多。
”
这一次的志愿活动，学校做了
很多前期普及知识的宣传工作，学

生呼声热烈。早在去年 12 月，高三
学子赴嘉兴南湖举行成人礼的时
候，学校请来了一位有造血干细胞
捐献经验的学姐，她给大家分享了
从一个刚开始了解造血干细胞到成
为志愿者，最后成功捐献帮助一位
同龄人的经历。
填 表 、普 及 知 识 、签 字 、采 样
……预报名的时候有 100 多名学生
参与，
学校认为这是件慎重的事，
孩
子必须要回家与父母商量，
最后才能
签字，
到最后正式报名时，
共有 87 位
学生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以前对捐献造血干细胞存在
恐惧感，
因为不了解，
总觉得离自己
很遥远。”高三（7）班的张嘉诚对当
时学姐的演讲印象颇深，
“ 现在觉
得，能够拯救一个人无关乎可不可

怕，
如果最后我有幸被匹配到，
我一
定会义无反顾献出自己一份力。
”
“成人礼之后，
我们也是社会的
一份子了，肩上应当担起对社会的
一份责任。”高三（12）班的蔡添阳认
为加入中华骨髓库，是献给自己最
好的一份成人礼，
“爸妈很支持我的
选择，
这个活动是严肃的，
也是非常
有意义的。
”
“没想到有许多学生自愿加
入。”说起此次志愿活动，宋海英露
出了欣慰的笑容，
“现在的学生都非
常勇敢和善良，对社会抱有一腔热
血，
想回报社会，
我们学校就给他们
一个正确的指引，让他们在成人之
际，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
她表示，
像这样的活动会继续延续下去，让
更多的师生加入志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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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奉贤林业发展改革历史轨迹

《奉贤区林业志》日前问世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昌年 陈铭
槃） 上海市首部区级林业志《奉贤
区林业志》，4 月 10 日由中国方志出
版社出版问世。
《奉贤区林业志》遵循全面、真
实、系统记述奉贤林业的发展轨迹，
反映时代特征和奉贤特色，力求思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可读性统一
的指导思想进行编纂，由奉贤区农
委成立编纂委员会，
下设《奉贤区林
业志》编纂室，历时 4 年编纂成书。
全 书 共 13 章 60 节 251 目 ，及 专 记
等，共 62 万字，以及图表 120 幅、照
片 240 帧，
全书彩色精印。
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
党和国家对林业工作十分重视，
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贯彻落实，全
民义务植树深入开展，奉贤林业取
得丰硕成果。
1979 年首次林业资源普查时，
全县林地面积 9753 亩，森林覆盖率
2.9%；经过近 40 年发展，至 2017 年，
全区林地面积达 15.6 万亩，增长近
16 倍，森林覆盖率 12.9%，增长 4.4
倍，
在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奉贤
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奉贤先后获得
了上海园林城区、全国平原绿化达
标先进单位、中国林业产业突出贡
献奖和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先进
集体等荣誉。

4 月 7 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卫生日”，为了培养大家健康、卫生
的生活习惯，柘林镇胡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世界卫生日”为契机，
开展以“清洁环境 保护健康 共促文明”
为主题的健康卫生月活动。
（王菊萍/摄影报道）

为偏远学校“补短板”
教育局大调研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吴口天）“好的
教师招不到，
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
制约学校发展。
”
“我们乡镇学校，
骨
干教师留不住，
职初教师太多，
缺少
学 科 带 头 人 ，教 育 教 学 质 量 难 提
高。”前不久全区开展大调研期间，
区教育局集中走访了海湾小学、塘
外小学、四团中学等多所偏远地区
中小幼学校，展开大调研。一系列
偏远学校正面临的困境和难题，引
起了调研人员的重视。
一方面，
乡镇学校骨干、优秀年
轻教师流失较多，学校的学科教研
缺乏“主心骨”，教师的专业化建设
缺 少“ 领 头 羊 ”，制 约 教 学 质 量 提
升。另一方面，乡镇学校音、体、美
方面的专业教师、特色课程教师匮
乏，招聘难；由于学校偏远，许多特
色课程的外聘教师不愿续聘，造成
资源闲置。同时，乡镇学校招聘到
的职初教师大部分都是非师范生，
缺少教学实践，入职后一方面需要
培训，一方面承担许多重要学段的

工作，
也为学校发展带来了困难。
针对这些问题，
通过梳理、研究
对策，
教育局推出了“一倾二培三流
动”举措。一倾即加大政策倾斜。
二培即加强职初教师岗前培训和规
范化培训，进一步推进签约大学生
的“岗前浸润培训项目”和新教师
“规范化培训项目”，将培训的有序
性、层次性与学校教育教学岗位的
迫切需求结合起来，加快职初教师
成长速度。三流动即加强青年教
师、骨干教师和学校干部的流动，
加
大南桥城区与偏远乡镇正、副校长
双向流动，
强化集团内部三流动，
让
更多南桥学校优秀干部和教师到乡
镇薄弱学校发挥辐射引领作用，以
流动带动教师培养，以流动带动各
校资源互通共享，进一步推进城乡
教育均衡发展。

大调研进行时

南桥镇：集中整治“小海鲜”一条街
本报讯 （记者 吴口天） 日前，
南桥镇按照区无证无照食品经营
“亮剑攻坚”专项整治要求，对育秀
路“小海鲜”
一条街集中开展整治。
4 月 10 日，南桥镇组织力量结
合“三个美丽”
工作，
对育秀路（南星
路-贝港桥）段广告牌、
庭院违建、
破
墙开门等违规食品经营场所开展整
治，
取缔违规食品经营场所 6 户。当
天傍晚，
镇食药安办、
南桥市场所、
镇
城管中队等部门对育秀路（菜场路南星路）段进行突击整治，
查获仍违
法营业的餐饮店 5 家，
整治 5 家。
今年 1 月，南桥镇就已完成育
秀路无证无照排摸工作，结合大调

日前，由于
南奉公路、金海
公路交叉口正
在实施道路建
设，人行道上的
井盖由于外力
破 碎 十 分 危
险。希望相关
部门尽快解决。
（记者 陶 涛
/摄影报道）

研工作，对调研过程中群众反映的
证照不齐、违规破墙开店、卫生脏
乱差，油烟及噪音扰民等问题，通
过动员部署、基层排摸、上门告知
宣传等举措，注重疏堵结合，多方
位对育秀路食品经营场所进行前期
疏导，引导规劝，并于 3 月 27 日对育
秀路（江海路—贝港桥路）段发放停
业告知书。
下一步，南桥镇将马不停蹄强
势整治无证无照食品经营场所，落
实好常态化监管与整治，杜绝回潮
现象，建设群众满意的食品安全城
市，
还群众一个安全、干净、美好、和
谐的生活环境。

共筑健康社会 提高生活质量

最后的篾匠：73 岁汪忠其的竹编人生
□记者 崔一民
奉城镇奉城西街 59 号，老篾匠
汪忠其的家，老汪忙着编一个小竹
篮，站在一旁的老伴嘟嘟囔囔：
“卖
不出去的，
一个月一个都卖不掉。
”
汪忠其今年 73 岁，是镇上唯一
还在制作竹器的篾匠，因他的手艺
佳 ，至 今 还 有 少 量 顾 客 盈 门 ，在
2016 年被评为区级非遗“竹器制作
技艺”
传承人。屈指一算，
老汪与这
门手艺结缘已有 60 余年了。从养
家糊口的本事到不能放下的爱好，
从订单颇丰到渐无市场，他见证了
奉贤竹器制作技艺的繁荣与凋落。
辛苦学艺 12 载，
与竹结缘 60 年
奉贤地处江南，
盛产毛竹，
截至
上世纪 80 年代，竹器仍是这里主要
的生产和生活用具。竹子环保耐
用、美观结实，在上海郊区，被制成
草篮、排篮、扁担、筛子、打连枷等生
产用具，也被制成竹筷、蒸架、淘米
簬为日常生活所用。那个年代，篾
匠这个职业是许多少年养家糊口的
不错选择。
从编出第一个筐开始，
片蔑、做
底、做围、安把手，过手的竹器不计
其数。10 年后，他回到奉城西街，
在水泥厂当工人，做竹篙。他把器
具放在家里，
闲来做做，
这种生活一
直持续到退休。
50 岁时，汪忠其退休后“重操
旧业”，开始了竹器生意。他手艺
佳，花样多，制作的竹器美观大方，

结实耐用，不少工厂的食堂前来订
个一辈子很苦，不舍得用他编的东
购筛子、簸箕等，
街坊们也多来购买
西，
对我们来说，
这就是钱。
”
蒸架、菜篮。那几年，
老汪平均每年
今年，老汪常去买毛竹的厂子
可卖出近 300 件，那是竹器在当地
因赚不来钱也要停产了。原材料没
市场上最后的辉煌。
了，顾客越来越少，还没有徒弟，年
进入 90 年代后期，塑料和金属
纪越来越大的汪忠其恐将成为奉城
制品迅速占领市场，有些竹器生产
镇最后的篾匠。
工具被淘汰，一些生活用具不再仅
记者观察：
仅局限于竹器。从那时起，老汪的
竹器编织手艺目前为区级非遗
生意便大不如前，卖出的篮子一年
保 护 项 目 ，由 奉 城 镇 社 事 中 心 保
比一年少。几年前，只剩下街坊四
护。采访中了解到，
目前，
奉城镇已
邻偶来买一件，汪忠其便不再每天
制定保护方案，计划在 2020 年前找
都做了。大门仍旧敞开，只等卖出
到合适的传承人并搭建制作场所，
一件，
再做一件补上。
只是目前找人成为了关键。
带有体温的手作，
正在消失的手艺
不仅仅是竹器制作，许多手艺
60 年的制竹生涯在汪忠其的
成为非遗，皆是因“缺人”二字。即
手上画满了老茧。一个竹筐要花费
找不到传承人也找不到观众。随着
汪忠其 2 个小时，工艺繁复的异形
生产力的进步，因找不到人而缺乏
器具最少也要花费半天时间。而这
活力的文化成为了非遗。
样一件辛苦得来的产品，售价在 30
若想传承和保护非遗，不妨从
到 50 元。
“人”
身上下手。单靠培养传承人只
“现在用竹器的人越来越少了， 能使非遗像打吊针一样得以延续，
很苦，
还赚不来钱，
学来做什么呢？” 不能使其迸发活力并得到传承。
虽然嘴上这样说，老汪对这门手艺
近几年，竹器工艺品越来越受
还是有着热爱和执念。20 年前，他
到年轻人的青睐，某些品牌的竹篮
曾收过一位徒弟，但徒弟不幸英年
单价甚至可到 300 元。现在奉贤正
早逝，
他的手艺便没了传承人，
至今
在着力打造南上海文化创意产业集
谈起仍引为遗憾。
聚区，
将区内庄行土布、
毛式风筝等
老汪的老伴姜根新 74 岁了，今
非遗与文创结合，打造奉贤文化品
年是他们结婚 50 周年。儿女们在
牌，
创造出有奉贤特色、
审美设计独
南桥生活，家里只剩老俩口，午饭
具一格的新型竹器，
传播奉贤文化，
时，她带我们去后厨看锅里架着老
抢占消费者市场，或许可以成为一
汪做的蒸架，
筛子上晒着野菜，
家里
条既可文创营收，又可传承非遗的
小心地使用着竹器。她说：
“我们两
双赢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