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民族乐器葫芦丝，想必大
家并不陌生，其音色飘逸、柔和、
细腻，深受广大音乐爱好者喜爱。
在崇明，有这样一群“老朋友”，他
们退休后因为同样的音乐爱好走
到了一起，组建了一支“江韵”葫
芦丝演奏队，用葫芦丝吹响了“老
年欢乐颂”。

上午8 点，记者刚来到城桥镇
南门广场，就被悠扬的乐声吸引。
循着乐声，记者来到了一棵大榕树
下，只见 10 多位中老年人正吹着
葫芦丝，曲声柔美而悠扬，他们就
是“江韵”葫芦丝演奏队成员，平均
年龄超过 60 岁，个个精神抖擞，而
这里，就是乐队时常活动的“基
地”。“只要早上天气好，不论春夏
秋冬，都抵挡不住我们吹奏的热
情。”“江韵”葫芦丝演奏队成员袁
忠义说。

这支葫芦丝演奏队成立于去年
6月，一年多来，成员从当初的 3 人
发展到现在的 16 人，年纪最大的
已经 76 岁了。袁忠义告诉记者，
一年前，他偶然结识了成员施应平

等人，大家很投缘成为了好友，有空
就来公园吹上一曲。在他们的带动
下，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队伍逐
渐壮大。“葫芦丝让我们走得更近了，
大家经常聚在一起。”

提起袁忠义，成员们都忍不住齐
声称赞：“我们大多数没有音乐基础，

袁老师是我们的‘私教’，他总是耐
心指导，使得我们的演奏水平不断提
升。”原来，袁忠义是音乐教师出身，会
吹奏葫芦丝。乐队成立伊始，袁忠义
演奏了《映山红》等经典曲目，那具有
异域风情的乐声把大伙迷住了，成员
们的兴趣更加浓厚。

袁忠义告诉记者，刚开始练习
的时候，吹出什么声音的都有，咕噜
声，空响声，汇成一片大噪声。“对于
这些中老年学员，首先要注重培养
扎实的基本功，由易到难，循序渐
进。在教学中，我从一个个音符入
手，然后再到小节、段落，最后连成
完整的曲子，重复练习，练精练细。”
说到教学经验，袁忠义滔滔不绝。

“乐团不仅滋润了我们的老年
生活，也为围观欣赏的市民提供了
陶冶情操、结交朋友的平台。”在成
员们眼里，生活中有葫芦丝，就有了
更多的乐趣和意义。“只要大伙愿意
听、喜欢听，我们会一直演奏下去，
愿我们的乐声能随着淌流不息的长
江水，回荡在人心间。”

当天，得知记者的到来，成员
们更兴奋了，说一定要给记者露
一手。表演不用排练，一切都显
得那么自然。《蓝色的香巴拉》一
曲演罢，大伙又接连吹奏了袁忠
义亲自创作的《春江圆舞曲》和

《瀛洲欢乐曲》。微风徐徐，柔美
轻扬的乐声蕴含着对崇明岛的赞
美与思恋，不少途经的路人停下
了脚步，陶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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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佳倩 摄影 陈怡婷

□ 记者 徐晨

葫芦丝吹响“老年欢乐颂”

初伏天酷热难耐
下周局部或有雨

□ 记者 曹静

遗失启事

本报讯 辖区居民沈先生报警求
助民警称其父亲在某小区附近走失，
崇明警方当即回放该区域图像监控，
以及老人可能经过的路段沿线监控探
头后，成功找到了老人并将其安全护
送回家；辖区某地发生扒窃钱包案件，
崇明警方前期侦查过程中及时掌握嫌
疑人体貌特征，并通过街面监控探头
迅速锁定了嫌疑人行动轨迹，随后调
动周边监控探头对该区域予以重点关
注，当嫌疑人再次出现在监控画面时，
崇明警方迅速出动成功将涉嫌疑人抓
获。这些案件之所以能快速高效办
结，和警方图像监控系统建设密不可
分。

2004 年，崇明警方按照“优先发
展、科学规划、分期推进”的原则，围绕

“试点启动、重点先行、搭建骨架、织密
网络”的建设目标，正式启动图像监控
系统建设。近年来，崇明警方不断深
化视频巡逻与实兵巡逻高效联动，努
力打造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相适应的
治安防控体系。至2016年底，本区已
建成图像监控点5000余个。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崇明地域广、
村落多、居住散，治安基础设施薄弱，
尤其是长江隧桥贯通、崇明撤县设区
后，崇明地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
流速度明显加快，给治安打防管控工
作带来了极大挑战。

面对压力，崇明警方治安防控体
系建设以服务实战为第一导向，认真

分析辖区实际情况和现状，迎难而
上，积极追赶现代科技发展新形势，
明确提出把图像监控系统建设作为
加快科技强警的突破口，把视频巡
逻与实兵巡逻的高效联动作为不断
深化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重中之
重，着力打造具有海岛特色的治安
防控体系建设。

据介绍，2012 年以来，崇明警方
通过加强图侦技术拓展运用和视频资
料研判分析，共侦破查处各类刑事治
安案件1654起，打击处理各类违法犯
罪分子 800 多人，及时处置各类突发
事件322起，为群众排忧解难219起，
对各类违法犯罪分子形成强大震慑，
有效改善了治安复杂地区和重点区域
的治安环境。

崇明警方打造公安图像监控网络体系

织密“天眼”为百姓架起“平安网”

崇明社区事务中心
办事可网上预约

本报讯 去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办事，经常会遇到人多排队的情
况？不要发愁，市民政局推出便民新
举措。7月17日起，市民只要登录中
国上海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即
可向全市各受理中心预约服务，也可
以通过“上海社区公共服务”微信号、
中国上海APP预约。

据了解，为推进上海“互联网+政
务服务”建设，让广大市民体验更加高
效便捷的社区政务服务，7月17日起，
全市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将推行“网
上预约”服务，其中本区的18个乡镇社
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也纳入其中。市
民可到网上政务大厅进行用户登录（新
用户可点击“新用户注册”注册后再登
录），在预约界面选定服务机构、办理时
间和办理内容后，点击预约按钮，平台
会将短信预约码发送到预约人手机
中。之后，市民凭预约码在预约时间就
能到对应受理中心办理事项。

□ 记者 石思嫣

本报讯 本周三是入伏第一天。
从入伏以来，本区天气就一再突破高
点，多为36℃的高温天气。记者从区
气象局了解到，从本周六到下周五，气
温都将维持在 35-36℃高位，老话说
的“热在三伏”可是一点都没有错。不
过，下周二到下周三，局部可能会有一
场雷阵雨光临，也许会给燥热的小岛
稍微降降温。

不仅如此，有专家预测，今年以来，
副热带高压始终牢牢控制着台风源地
——西北太平洋暖池区域。因此，虽然
暖池海温大幅偏高，但台风偏少偏弱，
2017年的前三个台风，为1974、2013年
以来最弱。今年夏天，可能既闷热又少
风。对此，专家建议，三伏天市民还是
要少外出、多补水，以防中暑。

□ 记者 沈俊

垃圾分类工作涉及千家万户，如何
让垃圾分类工作的知晓率、参与率均达
到百分百，让广大居民真正在思想上接
受、行动上落实，向化镇根据广大群众
实际情况，开展了系列宣传活动。

6月30日，向化镇向宏居民区党支
部召开“庆七一”党员大会。会上，“我
是党员我先行”动员会举行，所有党员
均表示，垃圾分类是资源再利用的大好
事，党员一定要带头做好这项工作。

7 月上旬，居委又分期分批召开
党员干部“垃圾分类，我承诺、我示范”
签名接力活动。小区内所有党员、楼
小组长志愿者等纷纷在展板上签名，
承诺争做“垃圾分类示范员”。之后，
党员志愿者还上街、进入集贸市场、商
铺开展了各类宣传活动。

“为了崇明生态岛更美丽更清

洁，我希望爸爸妈妈带头做好垃圾
分类。”7 月 11 日，在向化镇一次的
假日学校活动中，全镇 12 个村居的
小朋友都进行了主题为“垃圾分类
了，爸爸妈妈我想对你说”演讲活
动。这次活动是假日学校布置的一
个作业，孩子们为了更好地参加演
讲，认真准备了演讲的内容，大家情
绪高涨、踊跃发言，共同的心声是希
望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响应政府号
召，支持垃圾分类工作，为建设美丽
家园出一份力。

米新村樊伊雯小朋友的妈妈说：
“在暑期假日里讲垃圾分类知识，然后
再举办讲座、演讲、作文竞赛等活动，
不仅向孩子们宣传垃圾分类知识，锻
炼了他们的能力，还通过孩子向我们
大人传播，让我们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参与分类工作，这是很好的一种形
式。”

如何让垃圾分类的入户率和知晓

率达到两个百分百？各村居安排党员
志愿者积极带头，率先做“分类示范
员”，进村入户宣传，确保入户工作无
遗漏。

小区楼组长包片包户进家庭宣
讲；志愿者居民组长下商铺、进企业
进行引导；村民小组长挨家挨户进
家庭，结合五星级文明户评比工作，
宣讲垃圾分类知识和要求，并明确
今年垃圾分类工作将成为五星级文
明户评比的前置条件，希望广大农
户参与其中。

向宏居委工作人员龚丽萍说：“虽
然连续高温，但是所有投入垃圾分类
的示范员们利用各种机会，将《垃圾分
类告居民书》发放到居民、农户手中，
我们的志愿者都说，比天气更热的，是
我们的宣传热情。”

接下来，向化镇将以早市、“三五”
活动、百言堂姐妹议事会、文艺演出、
田间小喇叭等各种活动，通过群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垃圾分类工作的
重要性，为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作出向
化应有的贡献。

毕昕桐遗失三洋洗衣机提货
单 ：2180780301、发 票 号 ：
06853619；遗失荣事达冰箱提货
单 ：2180786101、发 票 号 ：
06853618

上海市崇明区中兴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遗失辐射安全许可证
正本：沪环辐证（65514）

上海市崇明县和英食品商店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
310230600345883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竖新镇家
庭文化建设和“双创”工作，日前，竖新
镇举办 2017 年家庭文化节暨第四届
文化艺术节家庭才艺达人赛。

本次大赛共有 14 组家庭参加，
既有母子、祖孙组合，也有婆媳、夫
妻搭档。表演形式有书法、声乐、朗
诵、沪剧、情景剧、太极拳、五谷画
等，节目精彩纷呈，既给台下观众带
来了欢笑，也赢得了观众和评委的
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
选出一等奖 1 家，二等奖 2 家，三等
奖3家。

此次 才 艺 达 人 赛 以 家 庭 为 单
位，通过家庭成员丰富的家庭文化
展示，展现了新时代家庭的文明风
貌，增强了家庭的凝聚力和幸福感，
同时也在全镇营造了构建和谐美满
家庭的整体氛围，展示了竖新镇精
神文明创建和家庭文化建设的丰硕
成果。

营造美好氛围
构建和谐家庭

竖新镇举办家庭文化节
暨才艺达人赛

□ 竖新镇

垃圾分类 我要先行
向化镇全员发动争做“垃圾分类示范员”

我是党员 我先行

小手牵大手 扩大知晓率 入户宣传 实现全覆盖

本报讯 日前，绿华镇 7 个“红
沁庭”党建服务点和“和堂悦室”睦
邻互助点同时揭牌成立，镇机关党
支部向党建服务点赠送各类书籍近
千份。

据了解，“红沁庭”党建服务点和
“和堂悦室”睦邻互助点采用同一场
所开展活动，为党员和市民提供各
种便利服务，成为该镇“群团微家”
关爱残疾家庭、困难群众、社区平
安、村居和谐、邻舍健康的另一大主
阵地。

当天，“新绿一号”睦邻互助点
还成立了居里夫人生态工作坊，工
作坊里，工作人员展示了将果皮菜
叶通过简单易用的科学方法制作成
酵素的过程，向居民推广生态环保
理念。

绿华镇党建服务点
与睦邻互助点成立

▲“江韵”葫芦丝演奏队在演奏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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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放大学
崇明分校2017秋季
学历班正在热招中

□ 向化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