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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死回生”的破冰之旅
原创话剧《星期日工程师》在奉巡演
本报讯 （记者 孙 燕） 9 月 28
日，
国庆前夕。在区委党校大礼堂，
原创话剧《星期日工程师》再度上
演。作为奉贤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
年系列活动之一，
《星期日工程师》
还将参加“第二十届上海国际艺术
节”，于 11 月 13 日、14 日在上海云
峰剧院与大家见面。
全剧以发生在上世纪 80 年代
初期、曾经轰动全国的“星期日工程
师无罪第一案”——“韩琨事件”为
故事原型，讲述了上海橡胶制品研
究所助理工程师韩琨利用星期日休
息时间，试制成功填补国内空白的
橡胶密封圈，帮助奉贤县钱桥公社
一家濒临倒闭的社办企业起死回生
后，却因收取劳动所得被控涉嫌收
受贿赂的故事。真实还原了基层党
员干部刘正贤、正直记者谢军等坚
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仗义执
言，
艰难相助，
最终不仅使韩琨洗刷
冤情，
还为中国知识分子卸去了“一
副沉重的枷锁”
的情景。在场观众，
有步入耄耋之年的长者，也有刚褪
掉青涩的青年，
均被剧情深深吸引，

不愿离席。
“看了以后，
非常感动。在那个
年代，
我没有其他志向，
我的志向就
是要让父老乡亲摆脱贫困。那么力
量来自于哪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作为“韩琨事件”的亲历者，
时任奉贤县钱桥公社党委书记的刘
正贤也来到话剧现场，“在十一届
三中全会的指引下，我胆子变大
了，主动请来工程师，通过解决科
学 生 产 力 带 领 人 们 致 富 。” 时 任
《光明日报》 记者谢军，得知这一
事件被摆上话剧舞台后，也激动万
分。他说，“ 《星期日工程师》 把
我们带进了 36 年前改革开放初期
那激情澎湃的岁月，再现当年在全
国引起轰动的‘韩琨事件’的真实
场景，这出充满悲欢离合情节的故
事告诉人们：
只有坚持改革开放，
只
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社会才能进
步，
经济才能发展。
”
话剧制作人戴责伦介绍，这部
话剧的创作历程长达半年多，剧本
前前后后也改了十几稿。期间，导
演，编剧等主创及主演也多次到钱

桥实地采访，查阅了大量的新闻资
料。
“ 印象最深刻的是，韩工答应来
做技术顾问，
只提了三点要求：
一是
改建厂房，
消除安全隐患，
二是增添
必要的安全生产设备，三是厂里要
有肯学，肯吃苦的年轻人跟着他学
技术。
”
他说，
“我想把这样一种无私
的精神展现出来。”现场，就有很多
一线工作者感同身受，
“ 韩工说，不
管成果是谁的，我都会认真工作。
这样的境界，值得我们学习。”基层
工作者倪瑛感慨。
如何理解改革开放，
敢为人先、
敢于担当的“刘正贤”
为观众上了生
动一课。
“加深了我对责任和担当的
理解”，
现场观看的党员干部范海红
告诉记者，
“ 作为一名党员，应以什
么样的精神状态，什么样的工作成
效，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
满怀信
心地走进新时代、拥抱新时代、建设
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回去
应该好好思考。”
“ 吾伲老百姓欢喜
这样的干部，因为他为老百姓做实
事。”60 岁的村民李桂花由衷敬佩
“刘正贤”
这样的好干部。

3

国庆旅游人气旺 市民消费趋理性
本报讯 （记者 周 婧） 国庆
七天假，不少市民都选择出门游
玩放松心情，朱女士今年也不例
外，选择和父母一同前往今年国
庆的“热门”
景区黄山。
国庆出游，对于“人多”，朱女
士一家其实早有心理准备。朱女
士一家前往的黄山宏村是仅次于
黄山风景区的第二热门景点，虽
然在南湖沿湖人群同样川流不
息，但当他们一家看到黄山风景
区游客爆满，被堵在山上进退两
难的消息时，他们一家对于自己
“ 避 开 风 头 ”的 选 择 仍 然 感 到 庆
幸。
为了让游玩更舒心，除了有
像朱女士一家这样，在热门旅游
地区“闹中取静”的选择，也有不
少市民晚出发、提早回，
“错峰”出
游。
避开高峰出行时间的蒋先生
一家，选择在 10 月 2 日自驾游出
发前往福州，10 月 5 日返回奉贤，
“回程当天跑了 756 公里，从发车
到回家差不多 11 个小时”，游玩三
天的行程既过了国庆旅游的瘾，
也没有因为大规模的返程堵车而

堵心。
记者前往旅行社了解到，此
次国庆小长假，短途旅游较长线
旅游更为火爆，市民们更为青睐
如黄山、三清山、苏杭地区的短线
旅游，同时相较以往消费观念更
为理性。
“ 国庆节价格贵呀，过完
节去也一样”，正上门咨询节后旅
游的刘阿姨说道，像刘阿姨这样
的退休人群不占少数，既避开长
假期间与年轻人扎堆出行，旅游
产品的价格也相对更为实惠。
不出远门旅游，选择在奉贤
过节的市民，同样过得多姿多彩，
除了老少咸宜的古华公园，新建
成的年丰公园也成了“遛娃”的新
去处。民宿生意的火爆，也让乡
村旅游逐步驶上了轨道。海湾国
家森林公园的“泰迪熊家族”同样
人气火热，国庆期间共接待 2.79
万人次，
同比增加 113.64%。
记者向区旅游部门了解到，
今年奉贤国庆黄金周期间，
本地景
区共接待游客 22 万人次，
同比下降
7%。其中，
往年的
“人气景点”
碧海
金沙，
由于渔人码头游乐设施全部
拆除，
游客也相对回落。

闵浦三桥年底可见“V”字造型
本报讯 （记者 潘丹云） 近日，
黄浦江上的第十三座大桥——昆阳
路越江大桥（又称闵浦三桥）
“钻石
型”主塔正在逐渐“长高”。今年年
底，市民就可以看到下塔柱搭出的
“V”
字造型。
“目前，
大桥建设已经转入主塔
施工阶段。”项目负责人介绍，和之
前先后建成的奉浦大桥、闵浦二桥
相比，
除了考虑机动车的正常通行，
闵浦三桥还考虑到行人、非机动车

的过江需求，
奉贤、闵行两岸各设计
8 部垂直升降电梯，总载重量 5 吨左
右,这种结构形式在黄浦江越江桥
梁中也是第一次出现。大桥采用错
层布置，
利用两岸的垂直升降电梯，
以及大桥下部空间，为行人和非机
动车提供跨越黄浦江的通道。
昆阳路越江大桥是奉贤和闵行
之间的第三座大桥，
工程南接奉贤浦
卫公路，
北连闵行昆阳路，
全长约1.94
公里，
预计2020年6月竣工通车。

应技大三位研究生捐献热血
本报讯 （记者 吴口天） 10 月
1 日不仅是祖国母亲 69 周年的生
日，
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
法》施行 20 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日
子里，奉贤区爱心献血屋迎来了三
位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的二年级在校

研究生。为了度过一个特别的国庆
节，
他们决定捐献热血，
为社会献一
份爱心，以实际行动帮助一些需要
他们去帮助的人。经过填表、体检
等相关程序后，其中两位成功捐献
了 400ml 热血。

金婚如歌 牵手夕阳红
（上接 1 版）村书记宋莉莉告诉
记者，
之所以举办这个活动，
就是让
没拍过婚纱照的农村老年人也能免
费拍摄一次婚纱照，帮助他们记录
生活、留存结婚记忆。
“我们那个年代，物质贫乏、条
件艰苦。那个时候的结婚证就是一
张奖状样的证书，根本不需要两人
的合影，更别提婚纱照了。”70 多岁
的曹玉桂老人告诉记者，他和老伴
已经结婚 50 多年，以前没这个条
件，
结个婚就是大家一起吃顿饭，
这
次村里组织的拍婚纱照活动，可以
说弥补了大家年轻时的遗憾。
除了免费拍摄婚纱照，在庆祝

金婚夫妻活动中，爱心企业为其送
上金婚证书，代表“一辈子”的男女
套杯；爱心合作社则为老人们送上
了新收割的大米，庆祝他们金婚快
乐；爱心志愿者为老人们分发金婚
蛋 糕 ，让 村 民 们 一 起 感 受 幸 福 喜
悦。同时，爱心社会组织还为老人
们送来一台文艺演出，
为金婚助兴。
更让人记忆深刻的是，
“ 主办
方”
还给老夫妻们铺设了红地毯，
配
上结婚进行曲，为老夫妻们补办一
场婚礼。起初，
老人们都非常羞涩，
不愿牵手同行，觉得这是年轻人才
有的行为，
但在大家的祝福下，
老人
们逐渐投入其中，甚至还大胆分享
婚姻的秘诀。

环评公示
上海亨斯迈聚氨酯有限公司预聚体
装置技改项目位于上海化学工业区神工
路 139 号（上海化学工业区 D1 地块上海
亨斯迈聚氨酯有限公司厂区现有预留用
地内）。项目主要内容为通过对现有预
聚体装置实施技术改，配套新建先进生
产设备，改进添加剂溶剂，同时，完备和
改进公辅及环保设施，综合完善 MDI 预
聚体产品技术指标附加值，提升 MDI 预
聚体生产工艺技术水平，提高 MDI 预聚

体生产能力。
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
上海亨斯迈聚氨酯有限公
司，
费先生，
gang_fei@huntsman.com；
环评单位：上海达恩贝拉环境科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王 女 士 ，50124255，Email:debl_pp@126.com。
项目更多信息详见上海环境热线网
站 环 评 公 示 栏（http://www.envir.gov.
cn）

少儿春晚在奉选角
西渡街道鸿宝二居回首改革开放四十年

居民深情诵读抒情怀
本报讯 （记者 周 婧） 近日，
西渡街道鸿宝二居党支部举办以
“奋斗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为主题
的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诵读比赛。
六十多名党员们聚集在新建成的生
活驿站里，年轻的党员欣喜于青春
奉贤的活力，老党员们则纷纷回忆
起西渡的发展，
抒发心中的感慨。
前来参与朗诵比赛的不仅有年
轻党员，更多的是白发苍苍的老党
员们，有些老党员一早就拄着拐杖
前来，
“ 有好几位已经 80 多岁了”，
年轻党员们敬佩地说道，比起年轻
人，
他们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来，
有
着更多体会与感悟。老党员们悉心
准备了讲稿，一位接着一位地走上

上海珈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位
于奉贤区望园路 2066 弄百村创业园 6 号
楼 202 室，年产化妆品 21.1t。生产工艺
包括发酵、提取、冷冻干燥、混合、造粒、
分装等。在严格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后，其运行不会改变该地区环境质量等
级，
项目建设从环境保护角度可行。
现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征询附
近居民和单位对项目在环境保护方面的
意见和建议。联系方式：上海珈汇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李先生，021-37511000；
中圣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卓工，
02155512967，E-mail:shanxzs@163.com。项
目更多信息详见上海环境热线网站

台诵读，
拿起话筒时，
仿佛回到了激
情燃烧的岁月。
老党员白泉友回忆了西渡从一
片农田开始的发展史。在 80 年代，
当时每天由大木船将公交车、汽车、
自行车、行人引渡到闵行去工作，
“真的很累、真的很烦”，
如今奉贤交
通有了新面貌，
“5 号线地铁年底通
车到这里，心里是真欢喜。”白泉友
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一一写下，歌颂
奉贤在改革开放 40 年取得的成就
和群众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
“我是出生于解放前的党员”，
老党员罗木金在 1993 年入了党，他
道出曾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拮据生
活，
经历统购统销，
经历物资短缺的

（http://www.envir.cn/docs/2018/
20180925626.htm）。
上海纳克润滑技术有限公司位于上
海化学工业区 E6-4 地块，目前 GGZ、烷
基萘、PAO 基础油及其辅助设施技改项
目已建成年产中高粘度合成基础油 2.5
万吨、工业润滑油项目 4 万吨并验收，应
发展需要，公司在现有厂区内进行技改，
项目建成后年产中高粘度高规整基础油
7000t，低粘度烷基萘 3000t，中高粘度合
成 基 础 油 5000t，中 高 粘 度 烷 基 萘
10000t；
并新增 RTO 治理装置。
项目符合国家和上海市产业政策，

10 月 5 日 ，
“少年欢乐颂——
2019 上海第二届
少儿春晚”奉贤分
会场主题活动拉
开帷幕。
上海教育电
视台春晚组委会
以“少年欢乐颂”
为主题，为众多有
才艺的少儿提供
展示平台。
（王菊萍
/摄影报道）

年代。
而如今，
生活在西渡的他，
则切
身感受到了物质的丰富，交通的便
捷，生活的便利。罗木金坚定地说，
“只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
才能团结
带领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
人民幸福而不断奋斗。
”
虽然上了年纪，老党员们仍然
时刻关心着奉贤的变化，
“奉贤东方
美谷已规划好，中外合资企业已投
资进奉贤；
奉贤近几年的经济增长，
已领先于上海郊区；奉贤的网络发
展一新，让人民足不出户就把事办
好；奉贤的河道有了河长，河道的
脏、乱、差得到治理；奉贤的教育迅
速发展，奉贤中学近几年高考升学
率明显提升。
”
老党员们一一诵出内
心的真实感受。

奋进新时代
奉贤再出发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通过强化过程控制和严格末端治理，可
实现达标排放。对环境影响较小，不改
变区域环境质量等级环境，风险水平可
接受。从环境保护角度，
项目建设可行。
项目相关信息已在上海环境热线
（http://www.envir.gov.cn/）上 发 布 ，详
细信息，可登录该网站查询。如有意见
或建议，
请联系：
建设单位：上海纳克润滑技术有限
公司；奉贤区舜工路 88 号；熊工，电话：
67120898-6059
环评单位：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普陀区云岭东路 345 号；朱先生，电
话：
52815377-7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