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学前夕，乌鲁木齐，华灯初
上。开往上海的“内高班（内地新
疆高中班）”专列缓缓驶出乌鲁木齐
南站，载着一群新疆孩子踏上返校
之路。

穿星星峡，越黄土高原，过中原
大地，到烟雨江南——四天三夜，漫
漫旅途，崇明中学新疆部主任吉群
瑛带着孩子们到达学校，开启新
学期。

“每次返校，‘吉爸爸’一定会到
新疆去接。”“途中有人生病，他会亲
自送医院。”说起吉群瑛，崇明中学内
高班的学生们都亲切地叫他“吉爸
爸”。近日，记者来到崇明中学，采访
了孩子们一直念叨的“吉爸爸”。

2006年，崇明中学正式开办内
地新疆高中班，选拔新疆优秀初中
毕业生到学校读高中。作为新疆部
主任，吉群瑛第一次看到这些孩子
因为想家而偷偷抹眼泪时，就决定
了一件事：“从今往后，他们都是我
的孩子。”

吉群瑛一门心思扑在这些孩子
身上。每天早上7点到校，晚上10
点后才回家。“看到吉老师办公室灯
亮着，就如同父亲陪伴在身边，很安
心。”说起吉群瑛，孩子们眼睛亮
亮的。

即便如此，吉群瑛还是觉得
时间不够用。新疆学生本来学习
基础就相对薄弱，只有投入更多
精力，才能把习惯养好，把底子
打牢。

“开学第一课很重要。”吉群瑛
开学前收集了许多智慧故事、新疆
新闻、宗教风俗等，将其融入到语文
教学中。只要学生提出问题，他都
能引经据典，作出令人信服的解
释。“孩子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才
能明辨是非，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
的选择。”吉群瑛说。

每周，吉群瑛还会利用空余时
间，主持“周末恳谈会”，从国际国内

大事，到学生思想上的困惑、生活中的
小矛盾小摩擦等，与学生一起探讨、分
析，教育学生爱国爱疆爱家乡、珍视民
族团结。他还在新疆部开设了女子板
球、射箭、民族舞蹈、传统乐器等各种
特长培训班，让学生深入了解传统
文化。

“自 2011年新疆内高班毕业生
参加高考以来，大学本科录取率均在
97%以上。”吉群瑛谈起这些，很自
豪，“当老师最幸福的事，就是看着孩
子们渐渐成长、成才，将来做出一番
成就。”

新疆班的孩子，十五六岁年纪，从
小没离开过父母，来到崇明中学后，便
将老师当做了自己家人。

有一次，古丽同学刚入学不久，摔
倒骨折了，吉群瑛为她置办了推车，给
她做病号餐；双休日不休息，和妻子一
起到校照顾她。古丽被深深感动，叫
了一声“吉爸爸”。

这一声“爸爸”后，吉群瑛就没
有了双休日，只要不出差就陪着他
们。周末恳谈会、时事开讲、演讲比
赛、歌手大赛、知识竞赛，在每个周

末的晚上，吉群瑛默默地充当家长
和教师的角色，这一当就再也没有
放下来。

吉群瑛记得，曾经有个叫刘小
超（化名）的学生，被诊断出抑郁症，
父母打算让他退学回乡。吉群瑛却
从没有放弃，经常找刘小超谈心，对
他进行心理疏导。“通过观察，我发
现他声音好听，担任学校主持工作
时也很投入。”吉群瑛说，从此，他就
注重培养他的主持能力，激发他的
自信。

经过吉群瑛的关心与指导，刘小
超最终考上了南昌工学院，如今还成
了家乡的一名主持人。

吉群瑛爱学生，孩子们也爱着
他。在吉群瑛生日那天，全体新疆班
学生在教学楼的走廊里，集体为他唱
生日歌。在充满爱的烛光里，孩子们
一个个走上前为他祝福，“那一刻，真
的很温暖。”吉群瑛两眼泛泪光。

为了与学生拉近距离，吉群瑛选
择了一条不平常的家访之路——远赴
新疆。

“新疆比较遥远，我们去可以把

孩子们在崇明学习、生活的状况告
诉家长，让家长们放心。同时老师
也能反过来了解孩子的家庭情况，
增进老师与家长的信任，拉近彼此
的距离。”吉群瑛坦言，“在新疆家
访不比在崇明，有时候去一户人家
得坐好几小时的火车，可和家长们
见个面，聊聊孩子的情况，挺值
得！”

十多年里，吉群瑛将师道与爱
心播撒在新疆大地。

陈子薇曾是吉群瑛班上一名
学生，她酷爱音乐，一心想当歌
手，但父母并不是很支持，双方关
系一直僵持着。一次暑期返乡途
中，孩子为了参赛，打算离家出
走，差点因此辍学。吉群瑛在了
解孩子情况后，语重心长地与家
长沟通，“孩子很有音乐天赋，不
管成功与否，不妨放手让孩子闯
一回？”吉群瑛认为，青春期孩子
逆反心理强，如果一味地去强求
她，只会带来相反的效果，“孩子
进入到高中阶段，到了明事理的
年龄，只要合理引导，一定会取得
成效。”

事实印证，吉群瑛的想法是正
确的。没过多久，在吉群瑛的引导
下，陈子薇主动与父母谈心，表明了
真实想法，也渐渐明确了自己的
目标。

一年过后，陈子薇经过刻苦的
学习，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今年暑
假，吉群瑛家访的第一站便是陈子
薇的家乡。“得知我从上海赶到新
疆，孩子激动极了，瞪着大眼睛嚷嚷
着要带着‘吉爸爸’穿越沙漠，看新
疆风景……”吉群瑛回忆道：“她是
个活泼热情的孩子，那次家访，简直
有唠不完的话，打不断的欢笑声。”

今年，崇明中学又迎来了一
批新疆娃。家访途中，孩子病了，
都是吉群瑛亲自送去医院，一些
学生家住十分偏僻的小县城，上
医院要很久的路程，他都陪着。
用新疆内派管理老师的话来说：

“学生敬畏他，又十分地爱他、依
赖他。”

新的学期，孩子们与“吉爸爸”
的故事还在继续。

““看着他们成长看着他们成长，，我很幸福我很幸福””

□ 记者 季佳倩

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图为吉群瑛（后排左六）和他的学生们

新疆娃的新疆娃的““吉爸爸吉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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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娃和他们的新疆娃和他们的““崇明阿爸崇明阿爸””
城桥镇2018年
下乡巡演圆满结束

□ 通讯员 袁佩佩

▲刘锋带领学员体验瑜伽体式

□ 记者 郭杨如熠 摄影 徐来

瑜伽公益讲座 走进南门总工会

本报讯 日前，在崇明总工会大
楼，举行了一场精彩的公益瑜伽讲座。

讲座邀请了胜王瑜伽的传承人刘
锋（Eka）老师做主讲人。刘锋以“瑜伽
本源与身心健康”为主题，带领大家探
寻古老瑜伽文化与身心健康的真谛。

讲座吸引了众多本岛的瑜伽爱好
者前来参加，更有市区的瑜伽爱好者
慕名而来。

刘锋练习和教授瑜伽已有 14
年。讲座上，他通过专业的引导术，引
领大家学习如何自主控制阿尔法脑
波、平衡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让身
体、意识和潜意识中的压力得到释
放。随后，他对瑜伽的本源进行了概
括和介绍。同时，还介绍了练习瑜伽
对身心灵的影响，以及练习中的注意
事项。接着，刘锋亲自示范，让大家仔
细观察他的动作和呼吸，并模仿他的
体式。

讲座结束后，讲堂内响起了热烈
的掌声。瑜伽爱好者们迟迟不肯散
去，请教刘锋自己在练习瑜伽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和迷惑。

大家表示，这次讲座刷新了自己

以往对瑜伽的认识，解决了瑜伽练习
中碰到的问题。其中一位叫陈慧的学
员说：“我每天都会练瑜伽，但不太了
解瑜伽文化，只是跟着练一些瑜伽体
式。这次讲座让我对瑜伽文化的脉络
有了大概的了解，收获很大。”

此次讲座由总工会“公益乐学”举
办。为积极响应崇明区精神文明创建
工作，区总工会“公益乐学”项目定期
举办瑜伽、烘焙、茶艺等活动，努力覆
盖更多乡镇，丰富职工文体生活，让全
区更多职工享受到“公益乐学”。

本报讯 近日“同创全国文明城
区，共建生态崇明美丽城桥”下乡巡
演在城桥镇侯南村画上了圆满句
号。巡演自筹备到结束历时3个月，
先后在 25个村居进行，观众达一万
余人。

本次巡演内容丰富多彩，涵盖了舞
蹈、演唱、戏剧、小品等多种艺术形式，
有表演唱《垃圾分类就是好》、快板《食
品安全》等十余个节目。一些村居还主
动在巡演中表演自己排练的节目。居
民们纷纷表示，看得过瘾，希望能多举
办这样的活动。

城桥镇通过文艺下乡巡演活
动，进一步提升基层群众对于文明
城区创建的知晓率和参与率，让更
多群众感受到文化艺术的魅力，让
更多居民参与到文明创建的各项工
作中来。

遗失启事
上海市崇明区阅洲旅馆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310230600582055
施伟遗失上海中升之星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维修订购配件预付定金
3000元收据，车牌号为沪B1A810

上海沛江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遗 失 道 路 运 输 证 ：沪 BD4462、沪
BD4271、沪BD4148、沪BD4658

上海双佳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营运
证：沪BE2889

上海市崇明县丹丹奶茶馆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310230600219960、餐
饮 服 务 许 可 证 ：沪 餐 证 字
2014310230110011

上海市崇明县洪英食品商店遗失
食 品 流 通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
SP3102301450003121

上海市崇明县烨烨杂货商店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310230600351808

上海市崇明县新全杂货商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310230600181621

上海三沙洪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遗失食品流通许可证正本：
SP3102301010027751

上海市崇明县新河镇松阳商店遗
失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
JY13102300015108

上海慧岛养猪场标准化
生态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受
上海慧岛养猪场委托开展对上海慧岛
养猪场标准化生态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现根据国家法规及
规定，向公众进行公示。随着项目实
施进程及环评工作的开展，相关信息
将完善或调整。

1.建设项目概要
项目名称：上海慧岛养猪场标准

化生态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崇明区庙镇江口副业

场内（新村乡西首）
项目所属行业：A0313猪的饲养
项目内容：推倒重建和改造现有

猪舍，同时配套建设防疫设施、生态环
境保护设施、饲养新技术应用设施等，
改建后维持现状养殖规模。项目现状
占 地 面 积 为 140亩 。 项 目 总 投 资
2983.8万元。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本项目为农
业养殖项目，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及地方规划，在全面充分落实各
项污染防治措施后，从环境影响的角
度评价，本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公众可通过上海环境热线环评公

示专栏www.envir.gov.cn查询第二次
信息发布文本，并可在登报之日起的
10个工作日内提出环境保护方面的
意见和建议。

3.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
名称：上海慧岛养猪场
地址：崇明区庙镇江口副业场内

（新村乡西首）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8917837618
（2）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名称：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逸仙路388号
联系人：殷工
联系方式：电话 021-65427100-

2740；传真021-65607379

党员拾金不昧
社区更有“温度”

本报讯 张云青是城桥镇新崇社
区的小区志愿者。退休后，作为党
员 的 他 经 常 热 心 社 区 公 益 志 愿
活动。

近日，张云青在老年活动室捡到
一个包，在寻找失主无果后，第一时间
将包交至居委会。包里有两张银行
卡、现金若干以及失主的身份证。在
社区干部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包的
失主顾阿姨。顾阿姨十分激动，一定
要酬谢张云青。张云青多次婉拒并表
示：作为一名社区党员，“拾金不昧”是
他应该做的。 □ 城桥镇新崇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