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高高的个子，友善的微笑，谦
虚、低调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年
轻时，他成为一名侨资企业的投资
者，赢得了全国各地用户的信赖；他
致富思源，不忘回报，长期默默奉献
社会公益事业；他踏实做事，诚信待
人，也换取了别人的信任……

他，就是上海交华液力机械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华公司）前任董
事长兼党支部书记陈伟鹤。“我只是
做了应该做的。”他一再说，他的成
就离不开家乡的养育，如今能够力
所能及地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他很
荣幸，也很幸福。

1948年出生的陈伟鹤是土生
土长的崇明人，其父亲是归国华
侨。作为一名侨眷的他，上世纪八
十年代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成为
侨资企业的投资者，曾先后担任崇
明县侨联企业厂长、绿华镇交华公
司外方全权代表及公司董事长等职
务，也是崇明侨（华）商分会会员。

“老陈为人低调，却是实实在在
做事的人。”交华公司管理人员这样
评价陈伟鹤。这一句简单的话，就是
对陈伟鹤最高的肯定。在商会里，大
家对他的印象是低调、谨慎、务实，就
像他办公室中挂着的字幅“待人要真
诚 处事须守信”所传达的意境一般。

对于他人的评价，陈伟鹤心怀感
恩：“公司的发展壮大得益于党的政策
和国家的发展，同时要感激公司合伙
人多年来真诚友好的合作。”

正因为公司低调务实的经营理
念，公司产品越做越好。多年来，陈伟
鹤对事业的挚爱却始终如一。员工的
电话，他不用翻电话本，都记在脑子
里；自家有事，他工作太忙顾不上；即
使退休了，他也天天一大早就往公司
跑……家人心疼他，员工惦记他，可他
心里记挂的，是客户的需求，以及努力
为公司员工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
困难。

多年来，交华公司凭着产品优良
的性能和满意的服务，赢得了全国各
地 用 户 的 信 赖 ，迈 上 了 发 展 的 快
车道。

公司开发出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新产品——延时型液力偶合器并获
得了国家专利，液力偶合器产品系列
被评为上海市用户满意产品，公司还
被评为上海市明星侨资企业。期间，
陈伟鹤获得了上海市侨界优秀私营企
业家、全国及上海市归侨侨眷先进个
人等荣誉称号。

近20年的创业生涯，成就了陈伟
鹤重情义、知感恩的处世魅力。陈伟
鹤曾在一次走访调研中，了解到新村
乡有个来沪人员谢先生，生活极其困
难，一家四口挤在半壁残缺、杂草丛生
的牛棚里，妻子是一名残疾人士，两个
已经过了入学年龄的孩子因贫困而无
法读书。陈伟鹤当即决定与这户特困
家庭正式结对，今后由他全额资助两
个孩子的上学费用。

同时，陈伟鹤还非常关心两个孩
子的成长情况，逢年过节必带礼物前
去看望，平常还以写信或上门谈心的
方式鼓励两个孩子好好学习。为改善
他们的生活条件，陈伟鹤又出资2500
元，将其房屋进行了整修，改善孩子们
学习生活的空间。

陈伟鹤坦言，回报社会的善举，也
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潜移默化地继承
并延续下来的。据了解，其父亲陈洁
夫生前每年为母校——上海海洋大学
进行资助捐赠。2011年，为发扬其父
亲的奉献精神，陈伟鹤通过与上海海
洋大学洽谈，以其父亲名义设立学院
励学专项基金，每年捐赠2万元，用于
资助该校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至今
已达8年。

两年前，几名受资助的贫困大学
生和家长们想给陈伟鹤送一面锦旗表

示感谢，还想要陈伟鹤的电话，逢年
过节好发个短信问候。陈伟鹤却婉
言谢绝了，只是传话说“好好学习就
行，感谢就不用了。”

“助人为乐、知足常乐、施人快
乐”是陈伟鹤的座右铭，他的“三乐”
精神同样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和响
应。陈伟鹤的爱人平日勤俭节约，
连一双袜子都要补了好几回才舍
得扔，但是对于各项捐赠行动却分
外地慷慨。

作为一名侨眷，陈伟鹤捐赠20
万元，成立上海市华侨事业发展基
金会崇明侨联（洁夫）专项基金，并
在此基础上每年再捐赠1万元，用于
关心、救助社会弱势群体。上海市
侨联开展“蓝天下的至爱——慈善
募捐活动”他又慷慨解囊；城桥镇侨
联分会、崇明政协教科文委缺少活
动经费，他得悉后又主动出资。汶
川、玉树发生大地震后，他带领全家
参与赈灾活动……

另外，陈伟鹤还积极参加区委
统战部、区侨办组织的各类学习和
会议，并在第一时间将相关会议精
神传达给华侨同胞，他表示，作为一
名侨眷，会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支
持统战工作，为崇明的发展献出一
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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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佳倩

踏实做事

回报社会

低调的企业家热心社会公益
——访上海交华液力机械有限公司前董事长陈伟鹤

低调行善

本报讯 前不久，一场以“倡导文
明新风，推进移风易俗”为主题的征文
活动，在竖新镇妇女姐妹中全面展
开。近一个月内，共收到征文稿20多
篇，推进移风易俗成为广大妇女交流、
讨论的热词。

2018年以来，崇明全区开展移
风易俗工作。竖新镇妇联主动作为，
以征文的形式，发动大家讨论，引领妇
女走在前列，推动移风易俗的思考、实
践。竖新镇充分利用各村、居的“妇女
之家”“姐妹微家”“睦邻点”等阵地广
泛发动，一时间，移风易俗几乎成为每
个家庭共议的话题。

“倡导厚养薄葬，注重勤俭节约”
“点赞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坚持
节俭理事”“让移风易俗成为时代新
风”等征文作品，从不同角度阐明了推
进移风易俗的重要性、紧迫性，叙述了
开展移风易俗以来，对社会、对家庭带
来的变化，形成了持之以恒抓推进的
共识。

通过征文活动，广大妇女对推进
移风易俗的认识更加明确。大家一致
表示，在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实施

“乡村振兴”的实践中，要让崇明更加
生态，乡村更加文明，让移风易俗成为
时代新风。

本报讯 日前，上海阳光微爱社工
师事务所的社工来到庙镇小学开展

“阳光于行 微爱于心”主题心理辅导
活动和亲子沙龙活动。在《悦纳自我》
的主题心理辅导活动中，社工们通过
和孩子们角色对话、让孩子们给自己
自画像、写自己的特点、伙伴互写优缺
点等一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轻松的
氛围中感悟“我”是独一无二的自己。

在主题《与孩子沟通的技巧》的亲
子沙龙活动中，社工以生活中鲜活的
例子帮助家长们分析自己和孩子沟通
中存在的问题；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帮
助家长解决在教育孩子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

据了解，“阳光于行 微爱于心”成
长主题系列活动于今年上半年启动以
来，已在庙镇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活
动，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本报讯 天气渐凉，越冬的候鸟赶
着从北方迁徙，如期到达崇明东滩湿
地。这几天，第一批越冬候鸟悄然抵
达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它们将在这个安宁、舒适的家园度过
整个冬季。

在东滩湿地的湖面上，已有不少
先期到达的雁鸭在这里嬉戏觅食，空
中候鸟盘旋飞舞，一派安逸舒适的景
象。记者从保护区工作人员处获悉，
现在来东滩越冬的主要是雁鸭类候鸟,

由于它们体型较大、数量较多，经常成
群出没，是东滩地区最适合观赏的鸟
群。除了雁鸭大部队，一些明星物种
也陆续登场。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处吴巍告诉记者，工作
人员已经在保护区的优化区范围内记
录到了小天鹅7只，还有其他的诸如斑
嘴鸭、绿头鸭、针尾鸭、琵嘴鸭、赤颈鸭、
赤膀鸭等珍稀物种也陆续到达保护
区。比较遗憾的是，往年的明星物种
白头鹤可能由于今年冬天相对比较温
暖，目前还没有到达保护区。

据了解，虽然雁鸭类的先头部队

已经到达，但由于今年前期气温较高，
大部分雁鸭推迟了南迁的脚步，在最
近一次水鸟调查中，工作人员共记录
到5000只左右的雁鸭，远远没有达到
历年同期水平。随着后期气温回落，
未来一个月，雁鸭大军将集中到达东
滩，并驻留至明年春季。

工作人员介绍，秋冬季是东滩
观鸟的黄金期，而雁鸭类是各类候
鸟中最具观赏性的一类，前来游玩
的市民要事先了解这些小家伙的习
性，避免大声喧哗，驱逐追赶，做到
文明观鸟。

雁鸭飞抵东滩 秋季观鸟进入黄金期

本报讯 近日，本区举办数字新媒
体优质项目路演会暨招商推介活动。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邀请的20多家基金公司参加
活动；俺来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大汉三通无限通信有限公司以及上海
上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3家路演企
业现场带来了4个关于数字新媒体、
文化传播等内容的优质项目，接受专
家点评，并与观众互动交流。

活动现场还对备受关注的花博会
和陈家镇规划项目作了招商推介，让
更多人对崇明的绿色农业、休闲旅游、
体育健康等产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参与低碳环保实践
生态理念进入课堂

推进移风易俗
“半边天”争当先锋

遗失启事

陆海花，性别：女，出生日期：
1982.2.25，遗失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电
子电气工程学院计算机应用与维护
专业毕业证（2001.9入学-2004.7毕
业）

上海振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营运证：沪DB9355

□ 记者 吴仲亨

□ 通讯员 石方明

主题活动进校园 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孩子和家长一同接受辅导

本报讯 日前，上海市区报 2018
年度好新闻颁奖会举行。在今年的好
新闻评选中，《崇明报》社获4个一等
奖、2个二等奖、1个三等奖，排名全市
各区第2位。

《崇明报》社记者杜烨获区报第五
届“十佳”新闻工作者；报社集体策划
的“勇做上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战
场”获新闻策划类一等奖；记者丁沈凯
采写的《刀鱼上演最后“疯狂”渔民期
待早日“上岸”》获通讯类一等奖；记者
咸明撰写的《勇做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的不懈奋斗者系列评论》获评论类一
等奖；记者郭杨如熠编辑的“绿岛”获
副刊类一等奖。另有新闻摄影、微信
公众号、消息获二、三等奖。

上海新闻界和区报工委领导在点
评环节，多次提到《崇明报》社选送的
作品，称《崇明报》社的新闻作品，紧紧
围绕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主题，
既站在崇明的角度，又融入全市、全国
的大局；既有高度广度深度，又贴近实
际、贴近群众；既有崇明实践，又有时
代特征，充分发挥了一份区报的作用
和优势，讲述了精彩的崇明故事。

讲好新时代
崇明故事
《崇 明 报》在 上 海 市 区 报
2018年度好新闻评比中再
获佳绩
□ 记者 咸明

本报讯 由国家环境部宣教中心
主办的中国青少年生态环境教育示范
课进校园活动上海站，日前在一师附
小崇明区江帆小学举行。

在江帆小学体育馆内的活动现
场，舞蹈、朗诵、课本剧表演，一个个精
彩节目始终贯穿着生态的理念，融入
生态知识的课本教学也让孩子们增添
了更多环境保护的知识。一年级的孩
子们表演的系列小故事《冈特在行
动》，展现了孩子们在学和玩中对生态
的理解。

活动中，孩子们展示了自己利用
废旧纸盒、木片制作的玩具、模型，并
介绍了自己对废物循环利用的理解。
国家环境部还向学校捐赠了生态环保
书籍。随后，来宾们观摩了江帆小学
创编的生态教育课《新能源汽车》。

据了解，2014年起，国家环境保
护部宣传教育中心在北京、上海、深圳
等多个城市的几百所学校开展生态环
保教育系列活动。旨在鼓励和唤起青
少年儿童积极参与低碳环保实践，提
升青少年儿童低碳环保生态意识，并
收集优秀的生态示范课程和各类先进
可行的生态教育经验向全国推广。

□ 记者 徐晨

数字新媒体路演
推介崇明优质项目
□ 记者 蒋晓燕

□ 通讯员 季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