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节期
间，庄行镇居
民在“胖阿姨”
冯文花的指导
下，大家进行
包粽子技能比
武，粽叶折叠、
细绳捆绑，在
互动中感受中
华传统文化的
魅 力 。（记 者
张莉莉 通讯
员 李 斌/摄
影报道）

6 月 4 日，
在奉浦街道不
仅组织居民包
粽子比赛，还
有趣味竞赛、
手工制作香囊
等活动，并为
特殊群体送上
端午祝福和自
己 制 作 的 香
粽、香囊。
（通 讯 员 陈
澐/摄 记 者
蔡倩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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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孙 燕 傅潇
瑶） 6月6日，非遗戏曲荟·淮剧戏
曲导赏会（奉贤专场）在奉贤区青
村镇举行，随之拉开了奉贤区“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主题活动的
序幕。作为系列活动之一，6 月 7
日，“粽”情聚青溪·非遗话贤城
——奉贤区“我们的节日·端午”暨
2019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
在青村镇青村老街举行，点朱砂、
抛粽子、舞龙、手狮、打莲湘、婚嫁
队伍、蚌壳精、鲤鱼精、旱船等多姿
多彩的巡游活动，构成了热闹非凡
的“端午集市”，吸引不少市民前来
体验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

地方民族特色。
在淮剧戏曲导赏会上，上海淮

剧团青年演员钱薇，以《淮剧与上
海的情缘》为主题，浅谈了淮剧的
历史与发展，介绍了筱派旦腔、徐
派老旦腔、马派旦腔等唱腔流派，
为奉贤戏迷们带来了别样的戏剧
体验。在满座的观众中，记者还发
现了几位小观众，他们大的两三
岁，小的只有十个月，随着家里爱
戏的长辈，一同感受戏剧的魅力。

“我们在家常听戏的，一般都是沪
剧这种的，他也跟着我们听。这次
是淮剧嘛，没听过就来听听。”现
场，淮剧团青年演员们还为大家展

示身段，并与观众进行互动，让观
众亲身体验淮剧既狂野朴实又委
婉动听的艺术魅力。

在“端午集市”上，设有包粽子
体验、非遗展示、皮影戏、棉花糖制
作、搓稻绳等游戏区，来自各镇的
60 户家庭可用 6 枚铜币来换取相
应的体验资格，仿佛置身于古代。
在现场，“80后”李佩说：“能让孩子
过上这样的端午节，感到非常有意
义。”此外，游客们还可以直接参与
到皮影戏、木雕、风筝制作，在撕纸
技艺、杜瓜粉制作技法、搓草绳等
的制作过程中，唤起市民对民间文
化的记忆，扩大和提升奉贤传统文

化品牌。
据了解，本月奉贤各街镇还将

有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活动陆续
上演。工作人员表示，将通过开
展各类展示展演和宣传传播活
动，全面推动和提升非遗保护的

“奉贤实践”，在全区街镇、社
区、村居和全体市民中积极营造
共建共享、共同参与的非遗保护
和传承传播良好氛围，为“贤文
化”注入新活力，为新时代人民
美好生活增色添彩。

日 前 ，上
海伟星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
上海双木散热
器制造有限公
司、华严村的青
年们在南桥镇
开展了一场传
统文化与垃圾
分类新文化相
融合的喜迎端
午活动。（记者
吴口天/文 通讯
员 杨佳瑛/摄）

粽叶飘香，雄
黄酒浓，又是一年
端午到。传承两千
年，历久而弥新，作
为中国四大传统节
日之一，今天仍有
着浓郁的传统意、
文化味。在青村老
街，“端午集市，吸
引了各方游客的目
光；在海湾森林公
园，5000 多名学生
演绎“水龙”翻浪、

“天龙”翔天、“地
龙”舞神的盛景；在
金海社区，市民角
逐包粽子大赛冠亚
军。这些活动，让
人 们 在 吃 粽 子 之
外，体会到了节日更丰厚的
内涵。

事实上，在新时代，节日
的真意，常常更需要依托于
生活的体验来领悟。苏轼写
道，“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

“门前青翠，天淡纸鸢舞”，端
午节要在胳膊上缠一个虎
符，还要出门放风筝。诗人
陆游也很有雅兴，“粽包分两
髻，艾束著危冠”，包完粽子
以后，头上还插了艾草。这
些小细节，让日常的生活有
了更多仪式感，也因此让端
午节增添了更多雅趣，更能
让人体会到其中天人和谐的
态度与美感。

今天，在全面推行“美育
工程”的奉贤，我们更需要从
小处着手，用一个故事、一趟
体验、一段声音、一次互动，
来制造更多美的仪式感，为
日常生活注入文化雅趣，细
味时序更替中丰富人的精神
世界，提升对美的理解，激发
对美的追逐，擦亮这座城市
独特的贤美文化品牌。

（记者 孙 燕）

6 月 7
日，在青村老
街踩高跷、舞
龙、手狮、木
雕、杜瓜粉制
作技法、剪纸
技 艺 等 民俗
文 化 活 动 让
人眼前一亮，
引 得 市 民 纷
纷驻足体验。
（王菊萍/摄
记 者 潘 丹
云/文）

本报讯（记者 蔡倩雯/文并摄） 生动有趣
的节目接连上映，专家们激烈的头脑风暴引人注
目……6 月 5 日，是第 48 个世界环境日，区生态
环境局围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题，推出

“水天一色，美丽健康”主题论坛，并开展六五环
境日主题宣传活动，为“市级安静小区”授牌、“国
际生态学校”授旗。

据了解，自去年以来，奉贤结合区域实际创
造性提出了“水天一色”立功竞赛，着眼“水、气、
土”三大战役，全面启动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
划、新一轮金山地区整治等专项行动，并通过拔
尖选优，评选在“水天一色”立功竞赛中表现突
出、富有战斗力的集体和个人，更进一步激励社
会各界积极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各方努

力，目前在环境空气质量方面PM2.5平均浓度比
2017 年下降，排名全市第二；全区 18 个清洁水
国、市考断面全部达到年度考核要求；全区绿地、
林地分别新增3050亩和10340亩，城镇绿化覆盖
率、森林覆盖率分别达到32.8%、14.3%，较上年分
别提高 1.8 个百分点和 0.7 个百分点；新增公园
15座，实现“一镇一园”全覆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生态环保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然而在保
护上，要针对不同地区的特殊性采取不同的方
式。为此，区生态环境局、区卫建委、区农业农村
委员会分别就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筑美丽健
康奉贤、建设美丽乡村等议题做主旨报告，并与
农工党党员徐菊英、企业代表和村居代表开展圆

桌论坛，相互解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问
题。

同时，现场为大家准备了诗朗诵、垃
圾分类小品、青少年走秀、大合唱等演出
节目，还设置了宣传摊位，主要包括健康
义诊、环保咨询、环保投诉、环保问答等咨
询台，发放各类宣传资料，为群众提供环
境保护知识的宣传和解释，并邀请群众参
与环保知识问答，赢取小礼品。

据了解，全区各街镇都积极开展世界
环境日主题活动，或上街清扫，或垃圾回
收，动员人们共同参与，携手行动，打造

“奉贤美、奉贤强”宏伟蓝图。

本报讯 （记者 周 婧） 青年是社会
的中流砥柱，就业是发展的不竭动力。6
月5日，区人社局启动2019年度“青年启航
求职能力提升计划”，活动组织区内部分
长期失业青年，参观了科丝美诗公司无菌
无尘生产车间和研发工作室，现场体验奉
贤先进美妆制造企业的生产环境和职场
氛围。

40 名启航青年参加，通过职场体验、
参观等形式，激发长期失业青年职业兴
趣，做好进入职场的心理准备。就业服务
专家施凤琦就“未来我们如何转型升级来
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和青年
求职者共同探讨。互动气氛热烈，启航青
年纷纷表示此次活动受益匪浅，开阔了眼
界，深刻体会到每一个岗位的重要性，每
一份工作的不容易，在未来的求职路上将
转变求职观念，更快更好地融入职场。

接下来区人社局还将积极整合社会
各方资源，充分发挥就业服务专家志愿团
和启航导师作用，通过一系列职场参观体
验、技能体验和“家门口”主题活动以及提
供就业见习、职业训练营等等多种形式的
提升机会和就业服务。

本次“青年启航求职能力提升计划”
的开展，就是想通过一系列职场参观、技

能体验和家门口主题活动，引导青年转变
求职观念，提升技能素质，提高求职主动
性，最终帮助奉贤区360名长期失业青年
在今年内实现就业创业。

奉贤区“青年启航求职能力提升计
划”系列活动,针对奉贤产业特色，计划选
择3家企业开展3场活动，覆盖美丽健康产
业、新型农业、智能制造业等区域重点发
展产业。通过该项系列活动，为长期失业
青年提供相应岗位的实际上岗操作、现场
参观机会，实地了解相应岗位的现场生
产、工作环境、技能要求，激发长期失业青
年职业兴趣，做好进入职场的心理准备。
二是专项技能培训体验活动。围绕奉贤
紧缺产业、紧缺岗位，未来就业趋势，计划
选择3项技能体验课开展3场活动。通过
该项活动，使长期失业青年适应现代产业
的发展转变和技术更新，提高就业能力和
职业转换能力。三是“家门口”的主题活
动。在各街镇开展各种主题的座谈会、咨
询会、小型面试会等活动，全年共 16 场。
每场活动都确定主题，精心准备活动材
料，安排企业人事和职业指导师，现场就
业指导、求职面试、心理咨询，加强互动交
流，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并参与到活动中
来，从思想上转变失业青年的就业观念。

我们的节日·端午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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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情聚青溪 非遗话贤城
奉贤迎来全月“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专题活动

水天一色 美丽健康
奉贤举办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系列活动

转变失业青年就业观
奉贤区启动“青年启航求职能力提升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