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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被镌刻的时光
□ 记者 施昊豪 摄影 周天舒

多项主题活动
点亮趣味假期

本报讯 近日，区美术馆举办了
一场以“永远的民族之花——雕花板
里的崇明岛”为主题的展览。本次展
览将持续至 8 月 20 日，感兴趣的市民
不容错过。

雕花板，顾名思义是指雕刻有花
纹的木板。木刻方式分为透雕（镂空
雕）和浮雕，木材主要选用水杉、红杉，
染色使用的是纯天然的矿物质、植物
颜料。崇明雕花板主要运用在床、橱
柜、窗户等家居用品上，其中，以木板
床 上 的“ 正 堂 子 ”（床 楣）工 艺 最 为
精美。

展览现场，古朴的雕花板在灯光
映衬下，熠熠生辉。一位白发老者在
观展中，指着一块雕花板说道：“这图
案样式好熟悉，是不是我父母床上的
那片？”也许是家中旧物久别重逢，也
许是出自同一个工匠之手，背后的故
事令人遐想。

本 次 展 览 涵 盖“ 唯 有 牡 丹 真 国
色”、“诗画人文”、“爱祖国”三个主题，
100 余件展品均来自上海三民文化艺
术中心，由江南三民文化村负责人范
敬贵收集。

范敬贵的收集之路从 2002 年一

直延续至今。他笑称自己是个“拾荒
者”，20 多年来，他共收集 4 万多片雕
花板，4 万多卷土布。崇明的历史文
化让这个来自福建的外乡人着迷不
已。“在床楣雕刻，说明崇明劳动人民
是浪漫的。花鸟鱼虫伴休憩，千花万
树入梦来，多么富有想象力和诗意。”

在江南三民文化村的储藏室，记
者看到，4 万余片雕花板按照主题、雕

刻方式、花纹图案等，分门别类地储藏
起来。最近刚出梅，范敬贵与工作人
员一起将雕花板搬出室外，进行清洗、
晾晒工作。

以牡丹花为主题的雕花板，范敬
贵就收集了 2000 多片。除了牡丹花，
荷花、水仙、梅花……各色花卉都会出
现在雕花板上，这些“永不凋谢的民族
之花”代表了大众审美。“崇明人爱花的

传统古已有之。雕花板上的图案，都
来源于日常生活。”崇明雕花板把梅兰
竹菊、凤穿牡丹、龙飞凤舞、福禄寿喜等
自然、人文画面融合在一起，反应劳动
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把崇德明礼的
人文精神传承给子孙后代。范敬贵相
信，在第十届花博会期间，崇明雕花板
寄寓的文化和精神会传遍世界。

“很佩服当时精湛的技巧，这份手
艺现在几乎已经失传。”据了解，当时
请一位手艺上佳的雕刻者费用可不
低，他们的工资是普通人的近 5 倍。
一张完整的崇明传统木床可用近 20
块雕花板，通过榫卯结构拼接而成，工
艺繁复的能用到近 50块。

十 年 前 ，江 南 三 民 文 化 村 就 用
5000 片木质雕花板，象征中华民族
5000 年 文 明 史 ，构 建 成“ 中 华 龙 ”，
2012 年 1 月列入大世界吉尼斯之最。
如今征集近 2000 张来自老床上的“正
堂子”（床楣），也在申报世界吉尼斯
纪录。

雕花板很美，也很接地气。在区
美术馆的展览中，描金、鎏金乃至使用
象牙雕刻的雕花板，外层都没有用玻
璃板隔开。“本来就是生活中的物件，
希望给大家最好的观赏体验。”区美术
馆工作人员表示。

□ 通讯员 龚卫星 包振辉

本报讯 日前，吉宝资本（中国）
为“宋庆龄儿童阅读室”崇明站捐赠书
籍 109本。

2018 年 10 月，“宋庆龄儿童阅读
室”崇明站在向化镇西红花食方文
化园内成立。阅读室由原先的车库
改造而成，面积约 40 平方米，配备了
适合学生使用的书柜、桌椅等基本
设施。

阅读室内的书籍约有 400 多册，
涵盖漫画、科普、益智、文教等不同
种类，适合 3-10 岁年龄段的少儿阅
读。这些书籍均由“宋庆龄儿童阅
读室”专项基金无偿捐赠，每年定期
更新。此外，阅读室的远程教育系
统联网上海教务处，每月定期会有
资深教师教授网课，课程以“艺能”
为主，如绘画、音乐等，着力培养少
年儿童对艺术的爱好。

“宋庆龄儿童阅读室”崇明站自
成立以来，对 10 岁以内的少儿免费
开放。每年寒暑假，阅读室还组织
开展各类活动，有中医药知识的科
普、植物标本的制作等，丰富向化镇
阜康村及周边少年儿童的寒暑假生
活，每年参加活动的少年儿童约 500
人次。

记者还了解到，“宋庆龄儿童阅读
室”由宋庆龄 1946 年在上海闸北晋元
小学亲自创办。“传承大爱，为了儿童”
是宋庆龄儿童阅读室的宗旨。崇明站
自成立以来，获得了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和企业的书籍捐助，如胡润艺术荟，
吉宝资本（中国）等。

□ 记者 顾益琴

宋庆龄儿童阅读室
崇明站再添新书籍

黄杨树助村民奔小康

本报讯“家里种了三亩黄杨，平
时就我们老两口打理，忙得过来。村
里不少人也都种黄杨，我们家还不算
大户呢！这奔小康，我们有信心！”今
年 66 岁的园艺村人茅锦昌，正在园子
里修剪黄杨树，大汗淋漓的脸上满是
笑容。

这个黄杨园名为“子孙满堂园”，
因为园子里的黄杨都由一棵 30 多年
树龄的黄杨“开枝散叶”而成。和村里
的很多人一样，茅锦昌依靠售卖黄杨
实现了致富，奔向小康。这两年他家
种植黄杨，一年能卖出 20多万元。

园艺村位于港沿镇东部，半个多
世纪以来，花卉苗木一直是园艺村的
主导产业，造型黄杨更是独树一帜，是

“崇派”造型黄杨的发源地，享有“中国
瓜子黄杨之乡”的美誉。在园艺村，约
有 85%的村民从事黄杨、花卉种植，黄
杨种植面积达一千多亩，30 年以上树
龄的黄杨二万余株，最长树龄超过
200年，年产值数千万元。

作为黄杨种植户，茅锦昌过去和
大多数村里的种植户一样，都是“单
打独斗”。听本地专家讲黄杨造型技
术诀窍，跟着市里和外省专家学习造
型黄杨盆景制作，村民们不再是自谋
销路，不仅有了议价空间，还接受了
专业的造型培训，让黄杨的附加值
更高。

2018 年，园艺村入围首批上海市
乡村振兴示范村名单。历经一年多
时间打造，园艺村在保持并做强原有

黄杨优势产业的基础上，通过整治人
居环境、修复河道生态、重塑农宅风
貌，呈现出“白墙青瓦坡屋顶，林水相
依满庭芳”的乡村新风貌。

茅锦昌对于村里发生的变化感
触颇深。他家住大港公路北跃进河
路路口附近——园艺村市级乡村振
兴示范村创建核心区。这些年来，茅
锦昌家和周边发生了大变化：家里的
房子全部粉刷一新，白墙青瓦，辅以
极富乡村气息的墙画、竹篱笆，羡煞
旁人；家门口的跃进河通过生态治
理，河水更清澈、河坡更漂亮、河岸更
整洁；家门口的出行道路以柏油替代
水泥重新铺筑，并增添路灯，令出行
更为便捷。

“女儿说我们家都成了‘网红’打
卡地，有不少其他乡镇的村民专门过
来散步健身，还有老外跑到我家黄杨
园里来拍照呢。”茅锦昌笑着说。

□ 记者 季佳倩

崇明寻常百姓家的雕花板登上大雅之堂——

2020 年高考已于 7 月 10 日结束，
后续考生查分、填报志愿和高校录
取 等 工 作 已 经 展 开 。 以 往 这 个 时
段，也是各类涉高考招生诈骗的高
发期。教育、公安部门提醒广大考
生和家长，切实提高警惕，增强防范
意 识 ，提 防 招 录“ 陷 阱 ”，谨 防 受 骗
上当。

陷阱一

“木马”短信和“钓鱼”网站

考后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就是高
考分数。一些不法分子会抓住这个心
理，试图通过伪造查分“钓鱼”网站或
者发送带有“木马”病毒的手机短信，
入侵考生电脑或手机。一旦得手，便
会盗取考生网络支付账号实施诈骗。

【提醒】高考结束后，各地招生考
试机构会及时公布高考成绩查询时间
和查询方式。警方提醒：考生和家长
在查询考生成绩时，一定要有辨别真
伪的意识，通过学校或教育部门官方
指定的查询方式或查分网址查询成

绩，切记不要轻易点击手机短信里来
历不明的链接。

陷阱二

内部有关系，花钱就能录

不法分子盗取考生信息后，利用
考生和家长低分高录的侥幸心理，通
过“伪基站”发送低分也能提前录取的
诈骗短信，打着招生机构“有内部关
系”的幌子以花钱录取为由实施诈骗。

【提醒】高考招生录取系统有严密
的全国统一的认证加密体系和监督机
制。考生和家长要从正规渠道了解、
确认考试招生政策和信息，时刻保持
清醒头脑。

高考招生警惕“陷阱”

本报讯 近日，竖新镇 23 个村居
第三期假日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
活动。

明强村假日学校开展“浓浓馒头
香，一片孩子情”为主题的花样馒头
制作活动。学生们在“爱心妈妈”的
指导下，从揉面、擀面、拉面再到造
型 、涂 色 、蒸 面 认 真 做 好 一 道 道 工
序。之后学生们在“爱心妈妈”带领
下为周边困难高龄老人送上他们的

“劳动成果”。
竖河村假日学校举办一场暑期

趣味运动会。仙桥村假日学校联合
育才村假日学校组织学生开展“古
代竞技场专场”活动。前哨村假日
学校组织小朋友参观“前哨当代艺
术中心”，开展综合多元、贴近生活
的艺术教育课程，让孩子们在自然
的氛围中，进行富有创造力的艺术
实践。

本报讯 近日，一来沪务工男子
在某婚恋网站结识一女网友后，轻信
对方提供的投资项目平台，将多年积
蓄转入骗子提供的账户，结果 35 万余
元被骗一空，崇明警方迅速出击，最终
破获该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6 月 26 日凌晨，来沪务工的邹先
生到公安崇明分局新村派出所报警，
称其在某婚恋 APP被人诈骗。

经了解，6 月中旬，邹先生通过某
婚恋 APP 认识一名自称“李小涵”的
女子，该女子将一个“高档手表投资网
站”推荐给邹先生，并称其投资数万
元，能够顺利拿回本息，建议参与投
资。邹先生经过两次尝试，证实能提
现后便深信不疑。6 月 22 日至 24 日
间，他先后 9 次通过手机转账 35 万余
元到“李小涵”指定的账户内。6 月 25
日晚，邹先生准备从该投资网上取出
20 万元，却没办法顺利提现，发现被
骗后立即报警。

接警后，崇明警方迅速展开侦查，
经过线索排摸，最终锁定犯罪嫌疑
人。7月 20日在福建警方的配合下分
别抓获吴某（男）、陈某（女）、林某（男）
等 3 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扣押嫌疑人
实施诈骗的 10 余部智能手机及多台
笔记本电脑，以及用于转账、洗钱的数
十张银行卡。

到案后，吴某等 3 人对诈骗被害
人邹某 35 万余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据交代，3 人在实施电信网络诈
骗过程中分工明确，陈某冒充单身女
性在婚恋网站及 APP 上物色对象，先
期进行情感聊天取得异性信任，待时
机成熟后向其推荐所谓的投资项目平
台，并提供资金账户，等被害人将钱款
转入后，由吴某、林某对所骗得赃款进
行转账取现。

现吴某等 3 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示：网上交友需谨慎，不要
轻信“网友”或“网上结交的婚恋对象”
说的所谓投资项目，以免落入骗子的
圈套。

一男子网上
被骗35万余元
□ 记者 沈俊 通讯员 陈卫国

区政府召开廉政工作会议

（上接 1版）缪京指出，要持续推
进政府职能深刻转变，进一步深化“放
管服”改革。要持续强化依法行政，严
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
行职责。要持续防范资金资源密集领
域腐败问题，扎牢制度“笼子”，从源头
上预防和减少腐败问题发生。要持续
加强作风建设，加大“四风”问题整治

力度，严查严管“四风”隐形变异、改头
换面等问题。

缪京强调，要落实落细“四责协
同”，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摆在重要位置，与经济工作、业务工
作同部署、同安排、同考核，做到两手
抓、两手硬。要认真执行请示报告制
度，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

请示报告条例》。要主动接受社会各
界监督，提高公共决策制定的透明度
和公众参与度，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
与支持。

区委常委、副区长吴召忠、郑益
川，副区长谷继明、王菁、黄晓霞、胡柳
强参加会议。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
区监委主任陈学哲应邀出席会议。

本报讯 在建设镇运南村的上海
种花地果蔬专业合作社，金霞油蟠
开始上市。这种桃子，同时具有油
桃和蟠桃的特性，光滑的果皮、蟠桃
的外形，吃起来口感甘甜，深受市民
喜爱。

记者在果园里看到，一个个结结
实实的油蟠桃，看起来跟柿子的外形
有几分相似，它的果实扁平，光洁无
毛，果肉呈金黄色，肉质脆甜。

合作社负责人程伟说：“金霞油
蟠如果不套袋，果面是全红的，套了
黑袋，是黄色的。它的优势就是糖度
高，常规桃一般糖度在 13-15，它的
糖度可以达到 18-20。”

金霞油蟠是基地的试种品种，目
前只种了四五亩，这两年试种下来油
蟠桃产量高、品质好，销售价格也高
于普通的桃子，只是成熟上市期较
短，一般只有一周左右，喜欢的市民
可要抓紧尝鲜了。

金霞油蟠甜蜜上市
黄皮黄肉脆甜可口
□ 记者 朱敏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