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潘丹云/文 王
菊萍/摄）7月9日-12日，区教育局
系统暑期党政负责干部培训班在驻
奉导弹团举办。今年开展“军训式”
培训，是区教育系统实践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活动的新举措，全区教育
系统党政负责干部255人参加。

自2007年以来，区教育局每年
举办暑期培训班。今年，培训特邀市、
区有关专家就国防形势教育、现代
教育评价、家校互动、学校课程建设、
心理健康等内容作专题讲座，开展
学习交流，组织观看微视频、教育片，

组织开展队列训练，评比表彰先进
等活动，真正使大家在观念上有新
变化、思想上有新提高、理论上有新
收获、工作上有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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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违法建筑拆除违法建筑
共建美丽奉贤共建美丽奉贤

石油管道上违法建筑 拆
本报讯（记者 叶 丹） 7月10

日上午，庄行镇拆除位于沪发路、红
星路路口的一处石油管道上方的违
法建筑。该点共有7处建筑物对管
道形成占压，其中涉及房屋两处，面
积约1257平方米，简易棚5处，面积
约 511 平方米，重物堆积直接占压
管道 1 处。当天，庄行镇拆违人员
将该处违法建筑全部拆除。

该石油管道为中石化上海石油
分公司金闵管道，由金山石化至闵
行油库。于2004年建成投入使用，
全长55公里，途径金山、奉贤、闵行
三个行政区。这根管道内是成品
油，包括汽油、柴油。上海市40%的
成品油都经过这根管道，该管道年
输送量达130万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

然气管道保护法》规定，管道线路中
心线两侧 5 米范围内不得挖塘、修
渠、修建水产养殖场、建温室、建家
畜棚圈、建房以及修建其它建筑物、
构筑物。占压管道的建筑物会对管
道产生严重影响，管道一旦发生事
故或中断，将给管道沿线人民群众
生命和财产带来严重威胁。

庄行镇镇长蒋祎青表示，庄行
镇通过排摸，及时制定方案，首先对
管线周边5米内的违法建筑全部拆
除，随后将管线中心线两侧10米至
15 米范围内的违法建筑进行全面
整治。

全区上下抗灾自救
这次强降水主要出现在7月12

日17-18时和21-22时，其1小时雨
量分别为20.5毫米和21.2毫米，均
达短时暴雨强度，并伴有较强雷电
天气，雷雨时极大风速达25.0米/秒
（风力10级），海湾地区最大风速为
37.8 米/秒（风力 13 级），为区内有
自动站风速器测记录以来所观测
到的第二强风天气。

全区蔬菜等大棚倒塌745只，大
棚薄膜撕毁 540 只；棚舍倒塌 46
间。盆栽花卉、广告牌等高空坠物事
件发生24起，共造成22辆汽车受损。

G1501高速洪朱公路下立交出
现短时间积水，积水最深达 36 厘
米，7 月 12 日 23:20 分已经恢复通
车。蔬菜受淹面积6533亩，果树受
淹面积 6774 亩，花卉受淹面积 160
亩，西甜瓜及其他作物受淹 6204
亩；5616亩渔塘断电，造成鱼、虾缺
氧死亡。

7 月 12 日上午，区河闸所已停
止黄浦江沿岸水闸引水。7月12日
下午暴雨来临之际，沿海水闸全力
排水。金汇港南闸汛期首次投入
排水。7月13日凌晨三点和凌晨五
点沿江 12 个水闸陆续进行排水作
业，并已提前借助航务海事平台提
醒船舶停泊在安全区域。据统计，7

月12日至13日，沿江沿海水闸共计
排水时间为 110 小时，排水量为
1912万立方米。

庄行梨农受灾减产
大风大雨过后，在庄行镇，受灾

最为严重的当属梨农了，据初步统
计，该镇共有4500多亩蜜梨受灾。

在望源果园，路边的果园入口
处摆放了几十筐刚刚捡拾起来的
生梨，几个当地农民正在对生梨进
行分拣，果园老板说，他经营的合
作社种植的都是成熟较早的品种，
像“早生兴水”这个品种预计最快
下周就能全面上市，这次受影响最
大，减产幅度较大，而成熟期稍晚
的“翠冠”预计也将减产5成以上。

“在庄行镇，望源果园并不是
个案，今年庄行蜜梨减产已成定
局。”该镇农业中心工作人员无奈
地说。据了解，庄行地区绝大多数
梨农都参加了农业综合保险，发生
自然灾害也能获得一定的经济补
偿。

灾情发生后，庄行镇各条线分
管领导、农业中心技术人员第一时
间前往受灾严重地区实地查看，并
指导农户进行灾后抢救工作。目
前，绝大多数农户都已对自家田地
间的排水沟渠进行了疏通，积水也
已基本消除；下一步，梨农们将根

据生梨的长势，在专家们的指导
下，进行追肥，尽量增加生梨产量，
挽回损失。

奉城虾农损失惨重
上周六晚大风雷电暴雨三管

齐下，导致奉城镇大面积停电，卫
季村等8个村近200户虾农塘里的
增氧泵失去电力无法及时供氧，导
致虾农损失惨重。据悉，受灾面积
达2000多亩。

灾情发生后，奉城镇党委、政
府迅速启动“紧急事件处理预案”，
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深
入各受灾村，及时掌握灾情，做好
调查、上报工作，并做好灾后评估；
及时召开村组会议，安抚民心，鼓
励群众开展灾后自救；组织技术人
员现场指导农户养殖，提高养殖效
益，将灾害损失减少到最底程度；
邀请水产专家开展灾后恢复生产

技术培训活动，帮助养虾户尽快恢
复生产。

狂风暴雨袭击各镇
截止7月13日上午10点，全区

共有 180 余户房屋遭受雷击受损。
村落、小区受雷击停电共有 38 处，
海湾旅游区、四团镇、奉城镇受影
响较严重。21 条大小电路因雷击
引起跳闸，目前除 1 条电路仍在抢
修之外已经全面恢复。

7 月 12 日晚 9 时许，雷暴雨和
狂风袭击洪庙地区造成较大灾
害。大风刮断树木导致多处断电、
通讯中断、压断电线及杆子和雷电
击毁电视机等。在洪庙工业区，马
路行道树折断树枝树杆及连根拔
起的大小树达数百株。协新路168
号重工搅拌设备上海分公司，10余
吨大行车跌落砸扁轿车。据不完
全统计，该地区彩钢板屋顶被卷飞
的多达数十起等，那天晚上，洪庙
派出所110共岀警40多次，幸好未
有人员伤亡事故。

7月12日21时15分，青村镇遭
受罕见的龙卷风袭击，解放、吴房两
个村受灾严重，共造成3人轻伤、128
户房屋受损，2家企业受损，受损房
屋3000平方米，树木倒伏156棵。

疾风暴雨袭奉贤
青村镇遭龙卷风袭击 全区农业生产受损严重

第104次区长网上办公

网民热议
工伤问题

本报讯（记者 孙 燕） 7月13
日13：30，奉贤区准时举行第104次

“区长网上办公”活动，副区长陈勇
章与奉贤网民实时互动。记者发
现，如何认定工伤、需要什么材料、
用人单位该承担什么责任等一系列
工伤问题成网民热议焦点。

13：50，网民“miao”提出“作为
企业人事，不晓得去哪里为员工申
请劳动能力鉴定”。陈勇章立即回
应：“经工伤认定后，用人单位、工伤
人员可以向用人单位工商注册地的
区、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劳
动能力鉴定申请。按职业病认定为
工伤人员的劳动能力鉴定，向市劳
鉴委提出申请。”

网民“缇白鸽”问：“2月份发生
了工伤事故，现在已经工伤认定了，
要做劳动能力鉴定，请问劳动能力
鉴定包括哪些内容呢？”陈勇章细心
回答：“劳动能力鉴定包括劳动功能
障碍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的等
级鉴定。劳动功能障碍分十个等
级，最重的为一级，最轻的为十级；
生活自理障碍分为生活完全不能自
理、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和生活部
分不能自理三个等级。”

网民“乐乐”遇到的是“用人单
位有员工工伤，由于疏忽，超过了
30天的工伤认定申请时间，该怎么
办？”陈勇章明确：从业人员发生事
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
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未
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30 日内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的，在此期间发生符
合《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规定
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该用人
单位负担。

同时，记者在现场获悉，新人力
资源市场已固定在每月第三个星期
日上午9:00定期举办招聘会。

□记者 景 岚

【家训由来】
经典名著《西游记》孙悟空的

扮演者、国家一级演员、海湾旅游
区“六小龄童艺术馆”创办人章金
莱，生于浙江绍兴“章氏猴戏”世
家，章家祖辈把孙猴子七十二变
的功夫，与西天取经路上经历的
八十一难，凝炼成为让子孙后代
做人做事的家训：苦练七十二变，
笑对八十一难。

【家风故事】
章金莱的父亲章宗义六岁学

艺，故取艺名六龄童，是浙江绍剧
猴戏的一代宗师。上世纪六十年
代，他主演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
骨精》，成功扮演孙悟空。当时，
毛泽东看后十分赞赏，不久，写下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
埃”的著名诗篇。

为了传承南派“章氏猴戏”这
一独特的民族文化，他潜心培养
自己的孩子。二儿子章金星学猴
戏很有天赋练功也很刻苦，父亲
为其取艺名小六龄童。在学艺过
程中，六龄童就以“苦练七十二
变，笑对八十一难”的家训，教
导儿子。在父亲悉心传授指导

下，小六龄童曾为党和国家领导
人演出绍剧 《大闹天宫》，戏中
扮演一个活灵活现的小猴子……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上台高
兴地抱起小六龄童，夸他演得
好！恰好被摄影师拍到这一生动
镜头……至今，这张珍贵的照片
还悬挂在海湾旅游区六小龄童艺
术馆中。不幸的是，小六龄童小
小年纪罹患白血病，让父母痛彻
心肺。在弥留之际，他对六岁的
小弟金莱说：以后你再也见不到
二哥了。天真的小金莱问：“那
我怎么才能见到你？”二哥说：

“你当了小猴子的时候，就能见
到二哥了。”为了见到二哥，六
岁的小金莱接过了传承章氏猴戏
的接力棒。父亲便将逝去的小六
龄童的艺名倒过来，为小金莱取
艺名“六小龄童”。“苦练七十二
变，笑对八十一难”的家训，依
然是他教导儿子的口头禅。

在学艺的道路上，六小龄童
练眼神、练猴性、练体态，不知
吃了多少苦。1982年中央电视台
开 拍 四 大 名 著 之 一 的 《西 游
记》，六小龄童成为不二孙悟空
人选。《西游记》 一经播出，便
创下史无前例的收视率，六小龄
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年就荣

获中国电视金膺奖。他说，父亲
是我人生的榜样，我的成功归功
于父母及兄长的教悔。章氏

《西游记》 成功之后，六小
龄童还出演过不少影视剧，扮演
过周恩来、鲁迅、胡适、吴承恩
等众多角色，均得到观众的好
评。但最深入人心的依然是美猴
王孙悟空，六小龄童与孙悟空早
已不可分割、融入一体。近些
年，社会上不少人恶搞、丑化经
典名著，误导视听。六小龄童对
此非常痛心，他奔走于全国各大
高校，主动担起了与大学生品读
经典名著，弘扬西游精神，传播
民族文化正能量的重任。六小龄
童说：“我做这一切，都是父亲
教导我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
还在跟我说，章氏猴戏不只姓
章，它属于全中国。他病重已经
不能进食和说话，但喉咙中还发
出猴叫的声音，他把猴戏爱到骨
子里了。他留给我的是取之不竭
精神财富。”

“苦练七十二变，笑对八十
一难”，不畏艰险、勇于挑战、
敢于担当，是六小龄童一生的追
求，也是他教育自己子女发扬传
承的家风。

区教育系统党政干部参加军训

“好家训·好家风”小故事

苦练七十二变 笑对八十一难

7月12日傍晚至夜间，受强对流天气系统影响，较强降水

云团携风带雨夹雷电袭击奉贤，全区普降暴雨，7月12日08时

至13日08时奉贤气象台测得雨量50.4毫米，奉城地区雨量最

大为75.6毫米。

□记者 李叶倩 邵毓琪 孙 燕 通讯员 杨正育

上周末，狂风暴雨突然袭击奉贤。在望园路与百秀路附近的中企大厦
建设工地东侧，一大型广告牌突然坍塌，导致望园路北向南非机动车道受
堵，所幸坍塌时并无行人及非机动车经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记者发稿
时，相关部门已第一时间将该广告牌拆除。 （记者 邵毓琪/摄影报道）

百联附近一户外广告牌坍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