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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孔玲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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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施昊豪

□ 记者 朱卓君

□ 记者 丁沈凯

本报讯 4月 22日上午，区红十字
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
区会议中心召开。副区长、区红十字
会会长黄晓霞，区政协副主席、区红十
字会常务副会长顾钱菊出席会议。

会上，区红十字会调整了第一届
理事会理事，并选举产生了区红十字
会第一届理事会兼职副会长。会议还
举行了区级博爱家园、博爱村居的授
牌仪式。堡镇荣获区级博爱家园称
号，新村乡、港西镇等 6个乡镇的 51所
村居荣获区级博爱村居称号。

会议总结区红十字会 2018 年工
作 ，部 署 2019 年 工 作 。 会 议 指 出 ，
2019 年区红十字会将紧紧围绕区委、
区政府的总体部署，加强组织建设，提
高服务群众能力；提升红十字会参与
社区治理的服务能级；深入开展“三
救”“三献”工作；弘扬红十字会文化，
传播人道正能量；加强自身建设，提升
红十字会公信力，充分发挥红十字会
在人道救助领域中的助手作用，高质
量地推进红十字会的发展。

会上还审议通过了区红十字会人
道救助基金收支情况报告，并听取崇
明区红十字会人道救助基金监督委员
会 2018 年人道救助基金监督情况报
告。

发挥人道救助作用
推进红十字会发展

打造童趣食材花园 绿色理念根植于心

本报讯 近日，由崇明区人民政府
主办，区体育局承办，上海崇明钓鱼协
会协办的上海市崇明区第一届运动会
钓鱼比赛在崇明区天鹅苑垂钓中心揭
竿起钓。

活动共吸引来自各乡镇、委局、公
司（园区）、在崇市属央属企业、驻崇明
各军兵种部队等共 43个参赛队 120余
名参赛者。比赛开始后，参赛选手依
次进入各自的钓位，个个聚精会神、手
持钓竿、凝神静气、上饵、甩竿、浮漂浮
起，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面，静静等待。
当浮漂一动，选手一边抓紧钓竿和鱼
展开力量“拉锯战”，一边拿起身边的
网兜，一兜、一提，鱼顺利“落网”。参
赛选手们各显其能，经过一天的激烈
比赛，每个人都是收获满满。最后，他
们将钓上来的鱼交给工作人员现场称
重，根据钓上鱼的总重量决出本次比
赛的“最佳钓手团”。

赛事裁判长彭水华介绍，本次钓
鱼比赛的举办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路
亚，通过模仿鱼类游泳而产生的抛竿、
拽、摆动等动作，体验路亚追逐鱼类、
收获鱼类、放生鱼类的乐趣，这种乐趣
也是全世界垂钓爱好者共同追求的。
同时，也让大家感受大自然赋予崇明
的独特生态优势，走出屋外与大自然
亲密接触。

本报讯 4月 20日上午，崇明区少
先队员代表和少先队工作者们齐聚崇
明规划展示馆，共同举行“领巾心向党
汇梦生态岛”党团队三旗传递活动。

区少先队总辅导员带领少先队员
们重温入队誓词，光荣与使命在队员
们的内心久久激荡。区优秀共产党
员、共青团员、少年队员等分别做了发
言。据了解，党团队三旗从党的诞生
地、团的发源地——黄浦区出发，沿着
习近平总书记在沪视察的足迹将光荣
使命和红色基因一路传递到崇明。下
一站，三旗将传递至宝山区少先队，最
终到达上海市第八次少代会主会场国
家会展中心，为大会的顺利召开献上
最诚挚的祝福。

党团队三旗传递活动走进崇明

▲崇明的少先队员代表接过党团队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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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前不久，崇明消防救援支
队城桥中队门口突然来了一对母女，
母女俩在岗亭悄悄放下一些东西后，
未留下只言片语就匆匆离去，这究竟
是怎么回事？

据消防员介绍，事情发生在上午
9 点多，当岗亭的值班员发现情况追
出去时，母女俩已经匆匆开车离去，岗
亭旁边放着几箱牛奶和一些糕点，还
有一张叠得很整齐的字条。记者看
到，消防员收到的这张字条，字迹稚
嫩，只有短短几句话，却十分暖心。她
说：我的爸爸也是一名军人，但妈妈
说，消防员的工作更危险，希望你们平
安。

城桥中队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四
川凉山大火后，消防群体受到了很多
关注，也有一些群众匿名寄慰问品关
心支持他们。礼物虽然暖心，但消防
官兵们表示，他们不能收受群众的礼
物。经过消防员们的共同商议，他们
决定将这些承载爱心的匿名礼物，送
给辖区的结对老人，将这份爱心继续
传递。

本报讯 日前，缀雪融酥——上海
名家梅花作品邀请展在崇明美术馆展
出。该展以梅花为主题，用书法和国
画的形式，赞颂梅花冷艳俊美的风姿、
坚强不屈的傲骨。

本次书画作品展集中展现了工
作、生活、奉献在上海的老、中、青 100
余位画家和书法家的 100 余件作品，
其中崇明画家、书法家有 10 多位。这
些作品或笔墨酣畅、或水色淋漓，或如
狂草恣意挥洒，或如真书工整宁静，都
有源头可溯，代表了当今海派书画中
坚创作力量的艺术面貌。据了解，展
出时间将持续至 5月 9日。

匿名礼物赠消防
传递爱心暖人心

上海名家梅花作品
邀请展在崇展出

本报讯 4月 23日下午，2019年
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
回赛在沪举行新闻发布会。本次赛
事将于 5 月 9 日至 11 日在崇举行，
三天的赛事将覆盖崇明 17 个乡镇，
是历年来途经乡镇最多的一次。今
年赛事在赛道的选择上对标国际，
在第三赛段崇中赛段暨城市绕圈赛
的路线设计上，对标环法和环意，比
赛路线从起点出发，在崇明外围进
行大圈骑行，再进入城市绕圈阶段，
使赛段设计更贴近国际标准。

会上，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副
主席兼秘书长郝强介绍赛程和参赛
运动队情况，赛事组委会副主任、市
体育局副局长罗文桦通报赛事筹备
情况，赛事组委会副主任、副区长王
菁则介绍了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和崇明体育产业发展有关情况。发
布会由区体育局局长龚耀飞主持。

2019 年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
子公路世界巡回赛由国际自行车联
盟、国家体育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
主办，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上海市
体育局、崇明区人民政府承办，上海
市自行车运动协会、上海万胜文化
体育产业有限公司协办。

本届赛事是国际自行车联盟认
定的世界顶级女子职业公路自行车
比赛，属国家 A级赛事，今年赛事共
设 23站，崇明站是第 10站。赛事全
程 347.7 公里，历时三天，第一赛段

崇西赛段，途经自然风光秀美的内陆
湖—明珠湖，全程 102.7 公里；第二赛
段由长兴镇凤凰公园出发，经宏伟的
长江大桥、东滩大道、陈家镇自行车主
题公园再回到新城公园，全程 126.6公
里；第三赛段今年对标环法和环意，比
赛路线从新城公园出发，在外围绕骑
大 圈 ，再 进 入 城 市 绕 圈 区 域 ，全 程
118.4公里。

更多百姓能够在家门口观赏到世
界顶级赛事，运动员与观赛群众之间
的互动更加直接，比赛、观赛的氛围更
浓，更能从中体会到生态崇明带来的
身心享受。

记者了解到，此次共有来自 14 个
国家和地区的 18 支队伍参赛，均为
2018 赛季世界排名前列的车队，分别
为欧洲 11 支、美洲 2 支、大洋洲 1 支、
亚洲 4支，包括世界排名第 2的澳大利
亚米其尔顿斯科特女子职业自行车
队、第 7 的德国 WNT ROTOR 女子
职业自行车队，第 10 的美国 TIBCO
硅谷银行女子职业自行车队等队。中
国国家队和中国丽以芙车队、中国香
港队也将参赛。

据悉，新华社上海分社将继续作
为本次赛事的官方主媒体，上海五星
体育也将进行直播，国际国内等各类
自行车专业媒体和大众媒体将对赛事
和举办地进行全方位跟踪报道。此
外，此次赛事借鉴环法赛的经验，在起
终点搭建一个 500—600 人的看台，便
于观众更加专业观赛。

发布会上介绍了崇明世界级生态

岛建设、体育产业发展情况及自行车
嘉年华活动。3 月 29 日，上海崇明体
育训练基地正式启用，这是国内建设
规模最大的竞技体育训练基地之一。
未来，基地将建设一座专业室内训练
比赛馆——上海自行车赛车馆，届时
亚洲自行车联盟办事处也有望落户崇
明基地。

除了欣赏精彩的自行车赛事，观
众们还可以享受一场以自行车为主题
的嘉年华盛宴。以“绿动生态岛，趣享
嘉年华”为主题的自行车赛嘉年华分
为美食品鉴区、自行车文化区、花卉主
题区、特色商品区、休闲乐享区五大板

块，其中花卉主题区以崇明筹办第
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为契机举办花
卉文化主题活动，引进鲜花主题衍
生产品，充分演绎花卉文化。

自 2003 年开始，崇明岛的自行
车赛事秉承绿色运动、生态+体育
理念，历经了 16 年的砥砺前行，是
延续性强、赛事级别连年逐升的世
界级品牌赛事。经过多年的发展，
赛事得到了国际自盟和各参赛队伍
的认可与好评，有效推动促进崇明
体育事业发展，为上海建设全球著
名体育城市和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
设发挥重要作用。

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巡赛5月9日开赛

赛道对标国际 途经17个乡镇

▲选手在赛道上飞驰（资料图片）

在长江小学的校园内，有一片童
趣食材花园，学生们在这里除草、种
菜、堆肥，在动手体验中，把绿色环保
理念根植于心。

在长江小学校园内的“童趣”食材
花园里，孩子们惊喜地发现，大棚里种
植的水果蔬菜又长个了，地里还长出
了嫩嫩的小草。学生们在校外辅导员
的指导下，开展人工除草，这些除下来
的草并不是直接丢弃，而是被利用起

来实现变废为宝。
原来，食材花园门口有两个圆柱

形的“枯枝烂叶收集站”，学生们在老
师的指导下，利用树叶、杂草、废报纸、
木屑等废弃物进行堆肥，树叶和泥土
一层隔一层的堆肥方式，经过自然发
酵后，可以变成有机肥，孩子们利用有
机肥种上草莓、芹菜、萝卜等蔬果，让
蔬果长得更茁壮。在参与种植的过程
中，孩子们也亲身体验了“变废为宝”
和土壤改善的实践。

据了解，长江小学围绕“垃圾分

类”是新时尚的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系列活动，通过打造“童趣”食材花
园，“小手牵大手”等活动，让垃圾分类
的绿色环保理念根植于心。

崇明区长江小学校长黄春荣表
示，通过这样一个活动既可以培养
孩子们垃圾分类的意识，也可以让
他们掌握垃圾循环利用的方法，这
对他们的成长非常有益处的。再通
过小手牵大手活动，还可以推动整
个家庭乃至社区居民做好垃圾分类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