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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范立

分湖书画社
来崇采风

“小升初”信息核对
4月13日截止
□ 记者 季佳倩

城桥中学获评“特色普高”
□ 记者 朱卓君

□ 记者 沈俊

□ 通讯员 沈秀琴

▲ 张瀛（左一）给武警官兵讲述历史（资料图片） 摄影 周天舒

织密“四个网”
让“阳光倾城”

“崇明制造”压片机热销海内外

2021年长兴镇预防青少年
违法犯罪工作拉开新序幕

尽管已经拿到抗美援朝 70 周
年纪念章有段时间了，但 94 岁的张
瀛还是会时常将奖章拿出来，默默
端详许久，小心地掸去上面的灰尘，
再重新装回盒子里。奖章金灿灿
的，闪耀着光芒，但比之更闪亮的是
这个老党员的传奇人生。

时间退回到 71 年前战云密布
的鸭绿江边，张瀛所在的空军航空
兵第四师 12 团奉命驻扎在与朝鲜
一水之隔的辽宁安东（现为辽宁丹
东），是志愿军首支投入作战的空军
部队。张瀛是团里的地勤机械师

（正连级），时常要冒着敌机的扫射
检修飞机故障，协助战斗机飞行员
升空作战。“美国的飞行员都参加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了几千小时，
而我们的飞行员有的才飞了 20 多
个小时，连需要戴氧气面罩的高空
飞行都没进行过。”看似与敌方实力
悬殊，但这支年轻的部队却在 1952
年 2 月 10 日震惊了世界。当天，第
四师 12 团大队长张积慧在空战中
击落了美军双料王牌飞行员戴维
斯，创造了空战史上的一个奇迹。
69 年过去了，老人回忆起这场战斗
来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我们的米格
15 战斗机总体性能不如美国的 F86
先进，张积慧的飞机一开始就被敌
人死死咬住了，但他急中生智，突然
按下了减速板，飞机一下子就到了
敌人的飞机 500 米左右的地方，然
后发挥米格 15 火力强的特点，三门
机炮一起发射，一下子就干掉了戴
维斯的飞机。”

戴维斯飞机残骸连同他的尸
体被找到，他的护照也被空四师缴
获。张瀛和团里另一个懂英语的

“知识分子”一起翻译护照内容，翻
译完成后还得到了志愿军空军司
令刘亚楼的表扬。前线的战俘营
得知空四师还有懂英语的战士，想

“挖”张瀛过去，但团长坚决不放

人。张瀛是团里的宝，团长和副团长
的飞机全由他来维护保养，在部队装
备新飞机时，还要由张瀛第一个开箱
组装飞机。“我们团长命令新装备的
第一架飞机必须由我组装，等摸清楚
门道了，第二、第三架飞机再由其他
人装。”

在朝鲜战场两年零八个月，张瀛
目睹了志愿军战士的遗体由一辆辆
卡车从前线运回，更是亲历了身边战
友一个个倒下。连他的两任团长赵
大海和陈亮都先后牺牲在了异国他
乡。“陈亮团长牺牲的时候才 27 岁，
还没结婚，听说已经和一个文工团的
姑娘谈了对象，准备抗美援朝胜利后
就结婚。”回忆到这里，老人的眼角有
泪划过。

张瀛原名张之瀚，在崇明民本中
学读高二时开始参加进步学生运动，
1947 年，张瀛高三时由同学介绍加入
中国共产党，迄今已有 74 年的党龄。
崇明解放前夕，张瀛被派往苏北青年
干校学习。临行时，他决定改名张
瀛。“不知道哪天在什么地方就牺牲，
军装名字牌上有个瀛字，至少让替我

收尸的战友知道这个人是崇明人。”
此后张瀛进入笕桥航校学习，后

又转入济南第五航校。当时，全校教
官全是苏联军官，最初没有翻译，学
校只好找俄罗斯族的战士充当翻译，
少数民族战士虽然能大致听得懂俄
语，但对飞机的专用名词却一脸茫
然。学习还未结束，朝鲜战争爆发，
张瀛和同学们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要
求参战，由此成了新中国空军第一代
战斗机机械师。

抗美援朝结束后，张瀛被派往旅
大（即旅顺和大连地区）接收苏联移
交的军工厂，担任生产计划科指导工
程师。期间，周恩来和朱德、宋庆龄
来厂视察，张瀛亲自为他们调试飞机
机关炮进行地面打靶。“周总理本来
就想看看，朱老总说，既然来都来了，
就打几发试试吧。”张瀛对当年的情
景记忆犹新。

1980年，张瀛结束了 31年的军旅
生涯，回到崇明担任上棉三十五厂副
书记、书记直至退休，后又享离休待
遇。离休金从几百元涨到了现在的 1
万 5 千元，但他却始终是个抠门小气

的人，衣服上打了许多补丁，剩饭热
了再热从不肯倒掉，甚至还要捡一
些废品换钱。为此，不仅时而招来
家人的埋怨，和他一起读书看报的
老人还会嘲笑他：“老张啊，你怎么
那么想不穿，这钱生不带来，死不带
去，多多少少花掉点啊。”

就是这样一个抠门的人，也有
大方的时候。年轻时在部队拿到为
数不多的津贴，他分文不动，全部寄
回崇明家中，资助家中弟妹和同窗
好友的三个孩子上学。在军工厂任
职时，他发现手下的王排长情绪低
落，心不在焉。找他谈话，王排长拿
出一封家信。原来是他妻子给他来
信说小孩要开学了，没有报名费。
张瀛没有再多说，而是偷偷记下了
王排长家的地址，随后以王排长的
名义寄去了学费。直到很长一段时
间后，王排长才终于知道是谁为他
家解了燃眉之急，他向着张瀛敬了
一个长长的军礼。

离休后，张瀛把大部分的工资
都用在了助学上，不管是与他稍微
沾亲带故的贫困学生还是素昧平生
的山区孩子，张瀛都慷慨相助。“我
身体很好，要这些钱也没用，资助贫
困的孩子完成学业，能够改变他们
一家的命运，这也是为祖国建设作
贡献。”受助者要来看张瀛，被他统
统拒绝，“我不需要回报，只要答应
我一个条件，就是完成学业以后也
至少资助一个孩子上学。”

经历过生死，看淡了钱财，但老
人始终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再见见
他的老上级，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
特等功臣、原空军副司令员张积
慧。2008 年北京奥运会时，张瀛曾
特地前往北京想见老战友一面，但
恰巧张积慧当时正生病住院，张瀛
未能如愿。去年，张瀛在电视里见
到了坐着轮椅出席活动的张积慧，

“那时候在部队，吃饭睡觉打仗都在
一起，算起来，已经 41 年没见了。
他比我还大一岁，我们两个老家伙
居然能活到建党百年的时候，真想
和他聊聊现在幸福的生活，哪怕打
个电话也好。”

鏖战鸭绿江畔

陪周总理打靶

抠门人的大方

本报讯 日前，长兴镇组织召开
2021 年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联
席会议，专题研究部署该镇 2021 年度
的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进一步
加强长兴地区青少年教育管理，有效
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问题发生。

去年 6 月，全国司法系统首家预
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服务基地在长兴镇
挂牌成立。为加强基地运作，长兴镇
党委政府专门在综治工作中心设立

“阳光倾城工作室”。工作室自挂牌以
来，组织长兴地区各村居、相关单位，
对辖区常住人口中 6-25 周岁的青少
年开展了排查梳理，采取行为矫治、排
忧解难、预防为先、社区融入等措施，
对青少年群体开展分类服务管理，社
会成效显著。

会议要求，长兴镇各相关部门要
织密服务网、健全信息网、筑牢保障
网、推进创新网，更好地帮助青少年解
决实际问题、实现自我发展，培养遵纪
守法的法治观念，有效预防和减少违
法犯罪。

会上，长兴镇综治工作中心与该
镇预青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代表签
订了共建协议；并向联席会议成员单
位联络员颁发聘书。

本报讯 近日，上海浦晶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在绿华镇的支持下，携分湖
书画社赴绿华镇开展采风活动，进一
步促进长三角文化交流。

活动伊始，在西来农庄会议厅，
两 地 书 画 家 们 互 动 切 磋 技 艺 。 随
后，大家参观了西来农耕馆、蟹文化
馆等地，领略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
风情。

采 风 结 束 后 ，书 画 家 们 将 踊 跃
参与作品创作，并于六月中旬举办
书画展。

本报讯 日前，“上海市义务教育
入学报名系统”（shrxbm.edu.sh.gov.cn）

“小升初报名信息查询（公办、民办）”
模块开通。家长在孩子就读小学完成
孩子入学信息核对后，可通过输入孩
子的学生证号（学籍副号）、学生姓名、
信息核对时预留的手机号码及验证码
进行登录并查看“小升初”相关信息。

“‘小升初报名信息查询（公办、民
办）’模块主要为家长提供包括民办初
中报名成功通知、民办初中电脑随机
录取结果、调剂志愿录取结果以及公
办初中入学通知在内的信息服务。”教
育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入学
报名系统”继续与小学五年级学生学
籍信息对接。4 月 2 日—4 月 13 日，小
学五年级学生家长须在学生就读小
学，核对“入学报名系统”中的关键信
息（户籍地址、居住地地址等），并填写
家长手机号码（作为家长接收初中入
学信息的联系方式），获取《上海市初
中入学信息核对表》。如发现有关信
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应在 4 月 13 日
前凭有效证件到学生就读小学进行更
正。4月 13日为本市小学五年级学生
初中入学关键信息核对、更正截止日。

在外省（自治区、直辖市）就读五
年级的本市户籍学生、符合条件的非
本市户籍学生，如需在本市就读六年
级的，须到户籍或居住所在地的指定
登记点办理入学信息登记手续（截止
日期为 2021 年 8 月 10 日），获取《上海
市初中入学信息登记表》，由区教育行
政部门统筹安排入学。

跨区就读的本市户籍小学五年级
学生，应在就读小学毕业，毕业后可在
学籍所在区就读初中，也可根据实际
情况申请回户籍（居住）地所在区就读
初中。确需回户籍（居住）地入学的学
生，应向就读小学提出申请，由学校告
知审核证件、网上申请、统筹安排等事
项，家长在网上填报《本市户籍学生回
户籍（居住）地就读申请表》，经审核符
合条件的，由户籍（居住）地区教育行
政部门统筹安排进入公办初中学校就
读。办理申请回户籍（居住）地就读手
续的截止日期为 4月 13日。

此外，4月8日上午8时，“幼升小报
名信息查询（公办、民办）”模块将开通。

消毒片、药片……这些大家司空
见惯的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这
就不得不提制作这些片剂的关键设备
——压片机了。压片机是一种自动旋
转、连续压片的机器，可将颗粒状原料
压制成片剂。崇明就有一家专门生产
压片机的老牌企业，而且他们的压片
机已热销海内外多年。

位于向化镇的上海天合制药机械
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二十多年历史的
企业，拥有从铸造、精加工到设备总装
的生产能力。公司生产的压片机主要

用于制药工业的片剂生产，同时适用
于化工、电子、五金等行业。

负责人郁健告诉记者，厂区分为
五金加工区和组装车间两部分，组装
车间是制造压片机配件的地方，五金
加工区则负责进行设备组装。来到
组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加工压片机配
件，现场一片忙碌景象。“压片机上的
零配件不仅‘自给自足’，还销售给全
国其他厂商。”

据了解，压片机上的核心部件转
盘，对于精度、材质等要求非常高。企
业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并对标欧洲
标准，才制作出品种全、材质优、精度

高、使用寿命长的转盘。因此，这些转
盘非常受欢迎，每年吸引大量全国各
地的厂商前来采购。最近，企业还引
进了加工中心等一批新设备，不仅能
提高转盘的产量，还能进一步提升精
度，以此适配更多机型，从而提高产品
竞争力。

目前，企业共生产 4 款压片机，可
压制单层片、双层片、环形片等各种形
状。“比如，其中一款旋转式压片机是
目前制药生产中广泛使用的压片机，
比普通压片机转速更快、产量更高，片
剂质量也更好。”郁健介绍，该压片机
分为上冲、中模、下冲三个部分，把颗

粒或粉状物料置于转盘边缘的模孔
内，当转盘旋转时，上下冲即随着曲线
导轨作升降运动而达到压片目的。转
盘上可装 33 付冲模，旋转一周即可压
制 66 片。“我们压片机的销量也非常
可观。这两年，药片需求大涨，所以压
片机的销量节节攀升。”

经过多年发展，企业与哈药集团、
紫光集团等众多国内知名药厂达成合
作。不仅如此，企业的产品已打入东
南亚、欧洲及美洲市场，并远销 10 多
个国家和地区。郁健表示，他们会继
续努力，生产更加优质的产品，让“崇
明制造”走向全世界。

本报讯 前不久，经研究决定，上
海 3 所学校被命名为“上海市特色普
通高中”，其中，上海市崇明区城桥中
学榜上有名。

城桥中学建于 1978 年，是一所农
村普通高中。2012 年，学校提出“适
性育人”的教育思想，开始了从特色项
目向特色学校的转型之路。2015-
2020 年，学校将“艺体科融合、适性育
人”作为学校的办学特色，探索育人方

式的新路径。
通过“适性育人”的趣向导航，

学生的潜能得到最大激发、学校社
会声誉大幅攀升。城桥中学曾 11 次
荣获国家级荣誉称号，2006 年至今
连 续 获 评 上 海 市 艺 术 教 育 特 色 学
校、科技教育特色示范学校和体育
传统学校。

据了解，前期，根据《中国教育现
代 化 2035》《上 海 教 育 现 代 化 2035》

《上海市推进特色普通高中建设实施
方案（试行）》（沪教委基〔2014〕59 号）

等文件精神，在学校申报、区教育局审
核同意的基础上，上海市教委组织专
家对上海市香山中学、上海市闵行第
三中学、上海市崇明区城桥中学特色
普通高中创建工作开展评估，并进行
网上公示。

获评“特色普高”意味着享有全市
自主招生权，在特色师资队伍建设、设
备配置和经费投入等方面参照市实验
性示范性高中相应政策。目前，全市
特色普通高中学校共有 15 所，城桥中
学是近年来崇明唯一获评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