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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潘丹云 通讯
员 赖黎明） 一个个镜头记录了同
学们阳光下龙腾虎跃、舞台上载歌
载舞、科技创新活动中的实践探
索。6 月 29 日，“七彩校园，快乐成
长”奉贤区首届学生活动节闭幕式
在奉贤中学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区
中小学 1000 多名学生代表兴致勃
勃地参加活动。

本届活动节依据网络得票数
和专家评审，最终评出首届学生活
动节“十大校园达人”。闭幕式上，
通过全区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

“十大校园达人”闪亮登场、秀出风
采，使活动现场刮起一阵清新、炫
动的校园之风。他们中，既有能歌
善舞的“艺术达人”，活力爆棚的

“体育达人”，又有勤思好学、令人
脑洞大开的“科技达人”，虽然是小
小年纪，却都有令人惊叹的一技之
长。校园达人们说，通过参加活动
节，自己的才艺得到了展示，也让

更多人对艺术、体育和科技产生了
兴趣。

激发学生的成长活力，促进学
生素质的全面发展，是教育永恒的
主题。今年4月，全区启动“七彩校
园 快乐成长”首届学生活动节。近
两个月来，区教育部门围绕“健康促
进、艺术人文、科技创新”三大主线，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生自主体验活
动。全区八万多中小学生作为活动
节的主人，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其中，
迸发出了七彩成长的生命活力。

区教育局负责人表示，文化凝
聚力量，活动放飞梦想。校园有了
文化，底蕴才会深厚；校园有了活
动，学校的精神才会灵动，而学生成
长的活力就孕育于丰富多彩的活动
之中。年初，区教育局提出了“打造
南上海‘自然、活力、和润’品质教育
区，激发每一所学校的发展活力、每
一位教师的专业活力、每一个学生
的成长活力”的教育目标。

7 月 1 日，在内蒙古乌拉盖
举行的2015年全国射箭奥林匹
克锦标赛上，奉贤籍运动员周
丹琰与队友合作，勇夺男女混
合团体冠军，个人排名赛季军。

上周五，在上海举行的全
国射击锦标赛上，两名奉贤籍
运动员夺得两枚金牌。其中，
张亚菲获女子飞碟双多向个人
冠军，李君获男子飞碟双多向
团体冠军。（记者 潘丹云/文
通讯员 曹翠英/摄）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孙 燕）
在司法局系统内，如果有人触犯
了党纪法规、行风行规，处理敢
不敢动真格？区司法局党委给出
肯定回答。区司法局着力用铁的
纪律打造过硬队伍，最近，该局
党委出台了落实“两个责任”的
实施意见。

据悉，该实施意见，对党委
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追究范
围、方式、程序等作了明确的规
定，着力构建一条上下贯通、层
层负责、有效追责的责任传导链
条。用铁的纪律打造过硬的司法
行政队伍，这是区司法局实践

“三严三实”，争当贤城先锋的重

要举措。在司法行政系统，一手
抓行政业务工作，一手抓基层党
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坚持做到相
互融合、相互促进，并以管理考
核形式，将看不见、摸不着但基
层群众、服务对象又高度关注的
事关全局干部形象、精神风貌的
工作作风转化为一个个“硬指
标”，用项目化的工作、硬性化的
考核，倒逼整个司法行政系统的
各项工作必须从基层群众出发，
将服务对象实际需求作为出发点
和归宿，注重过程的管理、监督
和实施，努力在全局形成人人争
做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
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司法

行政人员的良好政治生态机制。
古人云：“大人不华，君子务

实”。区司法局党委和行政坚持作
风建设是一场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的持久战，需要严肃的纪律、
实在的努力，需要全局司法行政
人员对事关群众利益的要事，务
必认真谋划、全力推进。区司法
局努力突破传统的工作模式、不
断拓展工作新领域，不断推进服
务群众的新举措。如守候在弱势
群体家门前的调解委员会已遍布
272 个村 （居），全区调解员达
1506 名，每年开展矛盾纠纷排查
约 2500 次，受理化解各类调解约
10000 件，化解成功率都在 96%以

上。今年还将成立区物业纠纷调
解委员会，随时为居民答疑解惑
并进行物业纠纷调解，营造和谐
的居住环境。

此外，区司法局还启动“司
法行政服务群星增辉”评选活
动，引导全体司法行政人员不能
在位不想为、平庸不会为、怕难
不敢为，结合区委“贤城先锋”
系列争创活动，进一步动员全局
人员争创业务明星、党务明星、
管理明星，形成一批忠诚干净担
当的司法行政典型人物，起到用

“身边人教育身边人，身边人带动
身边人”的协同共进、奋发有
为、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

本报讯 （记者 邵毓琪） 6 月
30 日晚 10 时，随着一声嘹亮的汽
笛声穿越黑暗，还回荡在浦江上空
之时，位于庄行镇邬桥社区邬马渡
的沪奉客渡1号船便开始了它的最
后一次航行，这将是该轮渡口最后
一次服务两岸百姓。

据上海邬桥轮渡客运服务有限
公司经理吴唯一介绍，根据 2014
年6月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因
邬马渡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为保障
广大乘客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按照
上级有关部门要求，于2015年7月
1 日零时起永久停止轮渡客运服
务。

停运当晚，不少附近百姓前往
邬马渡，一同见证该渡口退出历史
舞台。家住庄行的马小姐，在得知
该渡口即将停运后，特地带着儿子
体验轮渡，讲述当年的故事。她
说，自 1998 年邬马渡建成以来，
改变了周边百姓以前靠小摆渡过江
既不安全又费时的状况，为每天到
闵行上班一族，解决了出行难，邬
马渡一直是奉贤西部与闵行地区衔
接的重要渡口。如今，随着闵浦二
桥的建成和人们出行方式的转变，
在此乘轮渡的百姓逐渐减少。

庄行镇副镇长朱传锋介绍，轮
渡客运服务停止后，为了方便广大
乘客出行，区交通管理部门将增加
公交班次，提升公交运能。庄行百
姓可以乘坐西庄线至西渡摆渡过
江，早晚上下班交通高峰期将增加
运行班次；此外，市民还可乘坐南
叶线，然后换乘南闵线、虹桥枢纽
5路、莘海专线、莘团线等公交线
路至闵行。

本报讯（记者 潘丹云）近日，
2015 年“上海之春”新人新作展评
展演活动结束。奉贤区选送的8个
节目进入“上海之春”的展评展演
活动。沪剧小戏《三女哭爹》、锣
鼓书 《网络协议》 获“优秀新作
奖”，群舞 《我的 1937》、女生独
唱 《1973 的爱情》 等 5 个节目获

“新作奖”，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获得“优秀组织奖”。

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群文

新人新作展评展演，是上海群文创
作的集中喷发和集中检阅，为本土
群文艺术工作者们搭建立体的、开
放的交流平台。奉贤一直积极参与

“上海之春”展评展演，获奖率也
不断提高，今年，奉贤获奖率达
90%以上。同时，评选过程中涌现
出一批年轻创作者，他们渴望创
作，希望在创作中获得成长，他们
参加比赛不单是为了获奖，而是要
见证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 赖黎明） 奉
贤区中小幼学生从7月1日开始放
暑假，假期2个月。6月30日，区
中小幼学校举行 2014 学年休业
式，对优秀学生和进步明显学生
进行表彰，对过好暑期生活进行
部署。区教育局要求各校精减暑
假作业，不得进行假期补课，学
校体育运动场所尽可能向学生开
放。

为了让学生过一个健康、快
乐、安全、有意义的暑假，区教育局
要求各级各类学校暑期前要开展
全员安全教育，切实做好汛期各项
工作。中小幼学校以“致家长的一
封信”、召开家长会等形式提示家
长，负起暑假期间对学生的监护责

任，防止发生溺水、中暑和交通等
安全事故；假期组织活动的单位要
制定安全预案，确保活动安全有序
开展。

为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区教育
局、区文明办等单位以“过快乐暑
期，抒家国情怀，做贤德少年”
为主题，发布了奉贤区 2015 年未
成年人暑期活动项目。活动项目
共 113 项，内容涵盖巡访红色足
迹、中华传统文化主题教育、中
小学生社区实践、“老少牵手”革
命传统宣讲、爱心暑托班、环保
小课堂、绿色阅读等领域。区内
近百个社区居委、30 多个单位和
80 多所学校各展所长，为奉贤未
成年人提供暑假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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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达人”、“体育达人”、“科技达人”秀风采

首届学生活动节闭幕

□首席记者 孙 燕

1943年，在南桥庙泾村的西屠
家宅和西王家塘（今光明公社庙泾
大队七队），中共抗日游击队第五
支队曾在这里有一次漂亮的歼日
行动，老百姓称之为：船港伏击战。

那一年，五支队朱亚民等12人
从浙东返浦东，并接连取得奇袭钱
家桥据点等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日
军“高度清乡”的嚣张气焰。

朱亚民深知，战士们装备不
多，面对日军所拥有的精良武器，
行动只能智取，不可强攻。于
是，他派遣朱亮等，来到南桥东
五六华里处的西屠家宅，寻找最
佳作战地点。经过3天侦察，朱亮
等终于发现了一条水路要道，敌
人戒备较松。这是一条由南桥通
往青村港、奉城、南四团和泰日
桥、航头的水路，由于沿途几个

据点都有重兵把守，这条水路一
直“太平无事”，已成为日军由浦
东来奉的要道。经过反复勘察，五
支队决定选择庙泾港东畔的船港
西端作为最佳伏击点。

1943年8月23日凌晨，就在庙
泾港东畔的船港西端，五支队翁阿
坤率几名指战员在船港两岸设伏，
并派出化装人员沿船港两岸放了
战斗警戒哨。同时，五支队还布置
一名通讯员担任瞭望哨，一旦发现
日军船只进入伏击圈，就以脱帽为
暗号，拉响战斗号角。终于，上午8
时许，一艘中型绍兴脚划船，由东
向西而来。当脚划船进入伏击圈
时，瞭望哨兵看得十分真切：坐船
者是日军，嘴里还哼着东洋歌曲。
瞭望哨兵待脚划船驶进伏击圈，立
即脱下草帽，发出战斗信号。几乎
在同时，朱亚民大喊：“打！”只见翁
阿坤等“叭、叭、叭”，一枪接着一

枪，顷刻之间，船港两岸密集飞出
子弹，全部射向脚划船，打得日军
措手不及。中了埋伏，日军乱了方
寸，有几个被当场击毙；有几个跳
进河里，游向岸边，钻进芦苇丛中
顽抗。“不能让他们逃了！”朱亚民
一声令下，在屠、王两宅待命的其
他队员，也跑步进入预定战斗位
置，投入这场伏击战。在北岸指挥
战斗的朱亮，正要上船搜查，却被
躲在岸边芦苇里的日本兵一枪打
中头部，英勇牺牲。北岸的指战员
见状就对准芦苇丛一阵扫射，把那
个负隅顽抗的日本兵击毙在河滩
上。经过20分钟战斗，共击毙日本
兵3名、伪军1名，生俘伪军2名，缴
获部分武器。

老一辈每每忆起这一战，赞不
绝口。他们说：“战士们同仇敌忾，
奋勇杀敌，誓死捍卫国土，让人印
象深刻，肃然起敬。”

抗日游击第五支队在奉贤

一次漂亮的船港伏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