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丁沈凯

崇明人都会记得这一天

编辑：季佳倩 一版编辑：丁沈凯2 要闻
2020年8月1日

CHONGMINGBAO投稿：jijiaqian1212@163.com 崇明报

凝聚民力，共护家乡水

□ 记者 顾益琴

▲ 团队参观上海崇明竖新抗日战争博物馆

崇明灶文化
博物馆复馆

新河镇井亭村民间河长 陆成家

清运堆放垃圾 加强巡逻监管

□ 记者 施昊豪

7 月 30 日是竖河镇大烧杀 80 周
年。80 年前，侵华日军在崇明犯下
的滔天罪行，不该被忘记，也不会被
忘记。

前不久，上海崇明竖新抗日战争
博物馆（非国有）征集到一份珍贵的史
料——1940年 8月 8日出版的《救亡日
报》。在这期报纸一版有标题为《崇明
岛上敌大肆烧杀》的报道：崇明岛有大
批难民抵沪，据称，日军在岛上大规模
焚烧房屋屠杀平民，意在报复游击队
之袭击，有数百名平民，被日军杀害，
另有若干则被连同房屋活活焚死……

上海崇明竖新抗日战争博物馆馆
长、收藏家周雄凯介绍，这是有关竖河
大烧杀最早的报道之一，日军在崇犯
下的罪行再添一力证。除了各种中方
关于竖河镇大烧杀的报道，博物馆内
还收藏有一份1940年8月10日出版的

《朝日新闻》，日方以《崇明岛内彻底扫
荡》为题，报道了日军在崇明的大烧杀。

不仅仅有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
今年 96 岁的竖新镇竖新村人黄彪是
目前唯一还在世的竖河镇大烧杀幸
存者。

1940 年 7 月 30 日早上 8 时，竖河
镇早市还未散尽，街道店铺生意红火，
顾客络绎不绝。16 岁的黄彪正在街

头玩耍，突然来了一支日军部队，分乘
两辆军车迅速扑到镇的东市梢。“我当
时在一家羊肉店门口，一个日本人把
我叫去镇上开会。”黄彪被驱赶到街北
面的城隍庙里，庙里空地上已站满了
人，“大概有 200 多人，都是镇上的商
铺店主、小贩、顾客和居民，几乎都是
男人。”

“日本队长要大家说出民众自卫
队，也就是游击队，不说出来就枪毙。
但没有一个村民出来指认游击队。”

恼羞成怒的日军用机枪对着人群
疯狂扫射，黄彪只记得中弹者的鲜血
飞溅到他身上，他也倒在了死人堆
里。随后日军又开始点火焚烧整座庙
宇，黄彪和几个幸存者挣扎着爬起逃
生，有人被日军追杀至死，而黄彪则侥

幸逃了出来。侥幸脱险后，黄彪大病
一场，头发脱了一半，全身蜕皮，这一
天发生的一切成了他一辈子的梦魇。

周雄凯的家距离竖河镇大烧杀遗
址不到 50 米，他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述
日军的暴行和崇明抗日游击队的战斗
故事。“记得小时候一到 7 月 30 日，竖
河镇街上常有人因为买不到豆腐而吵
起来，因为家家户户都要祭祀大烧杀
里死掉的亲人。”周雄凯说。三十年
前，父亲给了他几颗从大烧杀遗址上
捡回来的日军“三八式”步枪子弹壳，
这让周雄凯一发不可收拾，他开始四
处收集与崇明抗战有关的实物和资

料，一张良民证，一份报纸，一发炮弹，
一面军旗……多年积累，藏品多达上
万件。

几年前，周雄凯遇到了另一个竖
新镇人姚志修。1944 年，在姚志修出
生前的 3 个月，其父牺牲在崇明抗日
斗争中。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都不知道父亲是一名抗日烈士，直
到他成年以后才收到了父亲的烈士
证明。姚志修毕业于清华大学核物
理专业，1978 年我国恢复研究生制度
后他又赴英国攻读生物医学工程，获
硕士和博士学位。尽管在学术上颇
有建树，但特殊的经历让他格外关注
抗日战争史尤其是发生在家乡可歌
可泣的抗日历史。一次在山东农村
的考察中，姚志修看到全村人自发集
资筹办抗战纪念馆，这对他产生了极
大的触动。

姚志修和周雄凯两人一拍即合，
当即决定由姚志修出资，周雄凯提供
展品，共同筹建一个抗战博物馆。尽
管在筹建博物馆的过程中遇到过重重
困难，但在地方政府和许多热心人士
的帮助下，上海首个民办抗战博物馆
——上海崇明竖新抗日战争博物馆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开馆，目前已累计
接待参观者近 2万人次。“许多人来看
了以后，都觉得震撼不已，之后又把家
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带过来参观。”周雄
凯说。

7 月 30 日上午，一支来自华东师
范大学的参观团队参观博物馆，周雄
凯戴上麦克风，又讲了那段熟悉的历
史：“崇明岛尤其是竖新镇是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游击队十分活跃的地区，发
生过许多抗日战斗，日军为了报复，制
造了惨绝人寰的竖河镇大烧杀……”

我生长在井亭村，家门前有一条
杨家河，东西横穿整个井亭村，算是我
们村的母亲河。打小，我就常听父亲
夸赞杨家河美丽的过去：当年的杨家
河河道内各种帆布船鱼贯穿梭，两岸
码头、市集好不热闹。

后来，河内行船少了，河边市集没
了，杨家河盛景不复当年，河口狭窄、
河床淤浅、河岸违章搭建众多、岸坡垃
圾堆物屡禁不绝……看着这样的景
象，我的内心无比难受。

因此，当听说村里要对杨家河进
行整治时，我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凭着
我多年当生产队长积累的经验，一定
能为村里做些什么。

一、上门排摸，征得百姓配合
作为生产队长，我积极配合杨家

河整治工程，以身作则，主动拆除岸坡
违章搭建，清理岸线内乱种植。

与 此 同 时 ，我 挨 家 挨 户 上 门 排
摸情况，与乡亲沟通交流。经过一
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征得了 100%沿
岸居民的理解和配合。经过整治，
河边乱象清除了，河内淤积解决了，
杨家河又恢复了往日“鱼翔浅底”的
光景。

二、出谋划策，解决浮萍难题
每年清明过后，随着气温逐渐升

高，水中的浮萍开始“疯长”。对于浮
萍只能靠捞，奈何网兜过于稀疏，那些
漏网的浮萍在春雨的浇灌下，生长繁
殖，没过几天又将河面“染”绿了。为
此，村里的河道保洁员叫苦不迭。望
着满眼的“绿带”，联想到曾经从电视
上看到用竹竿赶浮萍的场景，我便心
生一计：建议保洁员尝试用网纱包裹
塑料泡沫浸入水面驱赶浮萍，然后再
将赶往一处的浮萍“全歼”。此计果然
奏效，打捞一次几乎将水面浮萍全部

“清零”。
三、传达民意，共建幸福河湖
随着杨家河生态治理的不断推

进，村民们切实感受了水生态、水环境
改善后给生活带来的变化。闲聊时，
大家纷纷提出，何不在杨家河上搭建

一个供村民休闲垂钓、民间河长志愿
者议事交流的亲水平台？考虑到此
举既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又能建设水文化、水产业，我
这位刚履新不久的民间河长“壮着胆
子”跟村委会沟通，没想到一拍即合，
得到了村里、镇里的大力支持。如
今，每每看到村民在亲水平台上乘
凉、垂钓、交流，我都觉得很满足，进
一步坚定了我履职的信心、激发了我
履职的热情。

优美的水环境，是美丽乡村的亮
色，是幸福生活的源泉，也是我们民间
河长的目标。我，作为一名民间河长，
必将在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同时，凝
聚民力、汇集民智，共护家乡水，共建
生态岛！

本报讯 日前，历时半年多修葺改
建的崇明灶文化博物馆重新开馆，并
正式挂牌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基
地”。

此次重新开馆的崇明灶文化博物
馆，通过“灶的起源”“厨具荟萃”“灶台
展示”“灶花集锦”和“灶台美食”等板
块，展示了崇明灶花的发展历程。通
过这次改馆，该博物馆展品更加丰富，
从原来的 300 多件增加至 400 多件。
布展更加合理，原来的厨房用具与灶
头进行了分类摆放，展示效果更佳。
此外，相关人员还从江南地区、崇明民
间收集了新的灶头及用具，原馆的 13
副灶头增加至如今的 18 副灶头，新的
灶头灶花内容更为丰富。

崇明灶文化博物馆是我国首家以
展示灶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向化镇
作为首批“上海市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自 2005 年举办首届“南江风韵
杯”崇明灶花艺术节以来，在崇明灶
花、牡丹亭行街等民间艺术的保护传
承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灶花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有多
年，其对书画艺术、烹饪技艺的传承有
着重要意义。此次崇明灶文化博物馆
挂牌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将
打造一个多层次、多元化交流的文化
平台，进一步保护传承崇明灶花非物
质文化遗产，发展以灶文化为特色的
农业旅游、文化旅游，为彰显世界级生
态岛深厚的文化底蕴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活动现场还颁发了“丰富的假期，
多彩的童年”2020 年未成年人暑期假
日学校“小小讲解员”证；此外，还为中
华传统文化传承普及公益讲师代表颁
发了聘书。

揭牌仪式后，相关领导及嘉宾现
场参观了崇明灶文化博物馆和非遗
集市。

珍贵史料记录日军罪行

博物馆记录崇明抗战历史

本报讯 近日，横沙乡永发村村民
向“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称永发
村将大量建筑垃圾填埋到一处停止养
殖的蟹塘内，村民的生活环境受到影
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记者近日来
到永发村一探究竟。

在永发村民星五路西段的南侧，
记者找到了村民所描述的蟹塘，原先
堆放在此处的建筑垃圾已全部清理干
净。当日接到村民投诉后，横沙乡第
一时间派遣相关部门到现场进行核
实，将垃圾进行清理分类并清运。

对于村民反映的填埋垃圾问题，
村党支部书记陆宇一告诉记者，这片
空地是一个临时堆放点，其中堆放的
建筑垃圾是近期拆除五棚产生的。这
些垃圾在经过初步分类后，会运送至
横沙乡两网融合回收中转站进行处
理。由于之前梅雨季节交通不便，建
筑垃圾过多来不及清运，村里才采取
临时浅埋措施，并不是填埋。

受今年疫情影响，五棚整治工作时
间紧迫，任务繁重。记者了解到，短短
一个月，永发村拆除五棚产生的建筑垃
圾总量就达 1300 吨。目前，五棚整治
工作已进入尾声，后续产生的建筑垃圾
量会大大减少。陆宇一说：“往后村里
将加强巡逻监管，及时安排车辆将垃圾
分类运走，尽量做到日产日清。这次村
民反映情况是提醒和鞭策，督促大家将
工作做得更加认真细致。”

横沙乡对此事十分重视。近日，
横沙乡网格中心使用无人机在全乡各
个村进行排摸检查，对梳理出的情况
进行归纳，对存在问题的地方及时进
行整改，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

本报讯 记者近日获悉，7月 30日
上午 10点至 8月 1日下午 2点，上海市
教育考试院开通本科志愿填报系统。
本次可填报的志愿批次包括综合评价
批次、零志愿批次、本科提前批次、本
科艺体类批次、地方农村专项计划批
次、特殊类型招生以及本科普通批
次。具备本科志愿填报资格的考生务
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志愿填报。

今年由于疫情的原因，不少高校
的招生咨询搬到了线上。结合连日来
不少考生和家长咨询的情况，不少高
校招生办提醒，大学及专业的选择，对
学生的人生规划有着深远影响。因
此，对于志愿填报，考生应有多维度的
考量。

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要根据本人实
际情况，结合学科特长、兴趣爱好，科
学参考各项数据，合理选择各批次具
备填报资格的志愿；填报前要特别关
注相关院校的《招生章程》，注意学校
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和招生专业对
单科成绩、外语语种、身体条件和学费
等方面的要求。

横沙乡及时解决建筑垃圾处置问题

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公布

崇明3个村上榜

本报讯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公示第二批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的公告》，崇明绿
华镇绿港村、横沙乡丰乐村和陈家镇
瀛东村上榜。

绿港村风光秀丽，景色宜人，傍湖
临江的地理优势，丰富的旅游资源，形
成了以柑桔、翠冠梨、铁皮枫斗为特色
的种植业和以清水蟹养殖为主的特色
水产业。民风淳朴，物阜民丰……丰
乐村目前耕地面积 1454 亩，拥有海岛
艺术田园、丰美果蔬专业合作社、原初
生态农场、传统工艺作坊等观光休闲
产业。瀛东村是国家 3A级旅游景区，
集吃、住、玩、游、娱、购为一体，深受游
客的青睐。

2019 年 7 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布
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崇明就
有 2个乡村入选，分别是仙桥村、前卫
村。据悉，被列入名录的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将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
改委联合发文确认，由文化和旅游部
授予“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标识牌。

□ 记者 季佳倩

上海高考本科
志愿填报开始

填报时间截至
8月1日下午2点

□ 记者 季佳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