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12 月 20 日，阴雨未能挡住祭扫的人

群，各墓园迎来冬至祭扫的小高峰。记者

了解到，冬至前的双休日，因错时祭扫举

措不断深入，新区落葬数比去年同期下

降，人车流量同比下降约15%，各部门准备

充分，各大墓园周边道路基本畅通，祭扫

接待工作平安有序，错时祭扫初见成效。

多个墓园实行分流措施

冬至期间，浦东多个墓园实行分流措

施，汇龙园推出“择吉日 免车费”错时安

葬的分流举措，园方选择了 6个宜祭祀动

土的黄道吉日，考虑到市民出行方便，吉

日大多选择在双休日。在指定吉日落葬

的家庭，由汇龙园统一安排车辆，每户可

享受 10人免费乘坐，并赠送保护箱一只。

据悉，“择吉日 免车费”的举措已经实施

了5年，超过1500户市民参与此项活动，成

为高峰减压的方法之一。此外，汇龙园在

冬至接待高峰期间，推出免费服务、便民

服务、贴心服务，包括免费短驳接送、免费

车辆停放、提供安葬祭奠用品、提供花盆

租摆、预约安葬服务、赠送祈圆心结服务

等，方便市民祭奠亲人。

天逸静园是今年冬至预计接待人数

最多的公墓，预计接待人数超过6万人，园

方也实行错峰落葬奖励措施，按照室外每

穴200元现金，室内每格100元的随葬品的

标准，对避开冬至落葬的市民给予奖励。

冬至前夕，已有室外139穴，室内37穴预约

错峰落葬，占冬至落葬预约数的 25.1%，大

大缓解了冬至高峰的接待压力。

冬至日将迎绝对祭扫高峰

本周二是冬至日，民政部门预测，冬

至祭扫将迎来绝对高峰。针对自驾出行

的市民，民政部门与交管部门协调，开辟

了临时停车路段，市民应听从交警现场指

挥，文明祭扫，平安出行。

经协调，天逸静园园区对面新建马路

及门口龚卫路一侧，共有临时停车位 500
多个，交警允许祭扫车辆在高峰日临时停

放。天长公墓园临时租用了位于金海路

龚华路转角处（路口向北转弯，道路西侧）

作为停车场，能停放约 500 辆小型车辆。

冬至期间，金海路（龚华路至凌空路段）也

可临时停放，具体由现场交警指挥。汇龙

园陵园的正前方和正后方各有一处大型

停车场，两处停车场约能容纳汽车 1500
辆。另外，高峰日祭扫车辆在陵园大门口

军港公路两侧也可临时停放。海港陵园

将在园区门口马路对面设临时停车场，有

临时停车位1620个。冬至日，祭扫车辆可

停靠在杞青路两侧。前往永安公墓的祭

扫车辆可临时停靠在南曹路两侧。

据统计，刚刚过去的双休日全区40家

殡葬服务单位共接待扫墓市民 16.47万人

次，安排短驳车 51辆，发车 207班次，运送

市民近 5000人次。自 12月 12日以来，各

殡葬单位累计接待市民21.27万人次，车辆

2.35万辆，落葬1522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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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庭造就“烟画博物馆”
——记潍坊新村街道冯懿有家庭

（（之五之五））

■本报记者 赵天予 浦东报道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潍坊社区有个

民间筹建的“冯氏烟画博物馆”，收藏有

6万多张烟画。博物馆的主人冯懿有用

16字总结老年生活：“老有所乐，健康长

寿，回报社会，心安理得。”而在这间小小

博物馆里，还蕴藏着他的教育心得。

“香烟牌子里有文化和历史，蕴含教

育性、艺术性，你看这些照相版的，它们

记录的都是真实的历史。”冯懿有指着一

套淞沪抗战主题的烟画，神采飞扬地向

记者解说。在子女的资助下，老人的烟

画博物馆已经顺利运营。虽然一年成本

就要20多万元，但言语中冯懿有流露出

的都是欣慰与自豪。这番和谐的家庭温

情，与他对儿女的教育分不开。

“香烟牌子里有教人识字的，有教人

文明礼仪的，我的女儿也是看着这些香

烟牌子长大的，从小就很懂事。”冯懿有

说，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吸

烟有害健康，我们家从我父亲起三代人

都爱香烟牌子，但三代人都不抽烟，这是

我父亲那一辈就传下来的‘家规’。”冯懿

有回忆称：“我父亲小时候家对面有个胭

脂店，那时香烟可以拆开来零卖，所以老

板攒了很多香烟牌子。我父亲喜欢这

个，用零花钱去买香烟牌子。我的祖母

知道以后也没有阻止，但是和他约定，第

一不能抽烟，第二不能用香烟牌子和别

人赌博。现在我家四世同堂，但没有一

个人抽烟。”

生活中，冯懿有也把这份教育传承

给后代，在“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观

念风行的时候，冯懿有坚持让女儿不断

深造，两个女儿分别完成了博士、硕士学

业，成家立业后，支持老人享受安逸的晚

年生活，并资助老人办起了这个博物

馆。“现在她们也把这些道理教给自己的

孩子，小孩读小学已经能自己做饭了。”

如今，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好，小辈

对冯懿有的兴趣也“有求必应”。冯懿有

指着房间角落里的一台留声机告诉记

者：“女儿女婿非常孝顺，出国看到有趣

的老东西都会帮我买回来。他们还出

钱，让我们老夫妻游遍全国，还去 20多

个国家旅游，趁着旅游的机会我收购到

了不少稀有的香烟牌子。”

虽说冯懿有家中的宝贝很多，但是

无论是从与老人的对话里，还是身处“烟

画博物馆”中，记者都能感受到，这家人

最珍贵的宝贝，无疑是从冯懿有的祖辈

开始薪火相传的家庭教育。

冯懿有家庭的家规很简单——不抽

烟，不赌牌。一家人对科学、对教育的推

崇，造就了子女的成功，而对子女兴趣的

合理引导，也留下了珍贵的一笔精神财

富。如今，这份和谐亲情从博物馆内流

出，已在社区广为流传。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句话不单

单是教导我们要孝敬老人，更是告诉世

人，老人大半辈子积累下的智慧和做人

的道理，是一家人最珍贵的财富。冯懿

有家和和睦睦，靠的是子女对老人的孝

敬，更是因为他们能将老人和老人的教

导铭记于心。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12 月 19 日，区总工会举行“四季彩

虹”系列体育比赛暨“康桥工业区杯”羽毛

球大赛，来自全区各街镇、开发区的 400
余名职工参加了角逐。

据了解，“四季彩虹”系列体育比赛是

区总工会积极探索职工文体活动的途径

和方式，旨在活跃职工文体活动，倡导低

碳、环保、绿色的健康理念，突出时尚性、

趣味性、参与性。2015年度，区总工会已

开展春季“金桥杯”中外职工健康长跑、夏

季“陆家嘴金融城杯”楼宇职工趣味运动

会和秋季“张江杯”自行车赛，而此次冬季

“康桥工业区杯”羽毛球大赛再次点燃了

职工参与文体活动的热情。据统计，今年

“四季彩虹”系列体育比赛共吸引近 5000
名浦东职工参与。

区总工会表示，下阶段将“四季彩虹”

项目作为一项常规工作，坚持面向基层、

面向职工，聚焦非公企业等重点领域，广

泛开展“我运动 我快乐 我健康”主题系

列文体活动，努力将其打造成一个贴近企

业、贴近职工的品牌活动。

■通讯员 陆泽昭 邵俊楠 浦东报道

12月18日，浦东一填土工地惊现一枚

未引爆炮弹，上海市公安边防支队滨海边

防派出所接警后妥善处置，现场未发生人

员伤亡。

当日下午 3时许，正在浦东新区三三

公路靠近海西路一填土工地进行挖掘作

业的工人李某在土堆中翻出一枚炮弹，惊

魂未定的李某立即报警求助。滨海边防

派出所民警迅速抵达现场，对工地周边封

控后进行初步勘验。

该炮弹长约 30厘米，直径最宽处 9.5
厘米，引信完好、存有底火，具备引爆基本

条件，情况十分危险。经专家分析，该枚

炮弹为迫击炮弹，极有可能为淞沪抗战时

期的遗留物，不排除是日军炮弹的可能

性。目前，该炮弹经边防民警存放至沙土

箱后妥善转移至相关部门。

据悉，该炮弹为上海公安边防支队今年

发现的首枚完好炮弹。2014年度该支队在

上海崇明、浦东等边防辖区累计发现炮弹近

70枚，其中有3箱整编未拆炮弹，为研究中

国近代抗战历史提供了宝贵研究资料。

边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发现疑似炮

弹、子弹等应第一时间报警，切勿擅自处

理，一旦遇到高温、高压、震动等，或将造

成燃爆后果。

图为挖出的未爆炮弹。
□滨海边防派出所/供图

■本报记者 蔡丽萍 浦东报道

继几项世界级冰上比赛在上海举办

后，普通学生们也迎来了自己的冰上运动

会。12月 19日，上海市首届中小学生冰

上运动会在浦东飞扬冰上运动中心开幕，

来自全市 30多所中小学及幼儿园的 391
名中小学生共同打造一场上海市青少年

冰上运动盛宴。

开幕式上，飞扬冰上运动中心短道速

滑队，花样滑冰选手丁羽雨、卫子婷、任昭

妍为现场 600多名观众进行了精彩的冰

上表演。11支校园代表队一字排开，滑行

入场将开幕式推向高潮。据悉，本届上海

市中小学生冰上运动会特设冰球、短道速

滑、花样滑冰三个大项，其中包括花样滑

冰团体队列滑、短道速滑单人 1 圈竞速

赛、短道速滑团体障碍赛、冰球单人滑行

障碍赛、团体定点射门赛等 13个分赛项

目，比赛项目将团体与个人、技巧与趣味

相结合，使各水平段、各年龄段参赛选手

均可参与。

北京取得 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权使

得冬季运动项目在中国大地形成热潮，浦

东新区教育局德育处处长王大中表示，上

海市中小学生冰上运动会的举办，是响应

国家“北冰南展”计划的很好实践，不仅能

够普及冰上运动项目，也希望为国家培

育、挖掘更多冰上运动后备人才。本届运

动会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市体育局指

导，市中学生体育协会主办，浦东新区教

育（体育）局协办，浦东三林体育中心和浦

东飞扬冰上运动俱乐部共同承办。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日前，2015“爱在浦东”系列活动之特

别策划暨主题颁证仪式在浦东婚登中心

举行。浦东婚登中心在全市发起的“爱家

观”征集和“家庭观”调查结果也同时揭

晓，调查显示，年轻一代仍然重视家庭，并

自觉承担家庭责任。

此次调查分为线上线下共同进行，调

查发现：在“你的家里，谁说了算”这个问

题中，48%的家庭是“老婆”作主。代表新

婚夫妻的小潘夫妇表示，婚后仍然像婚前

一样甜蜜，家务事是分担也是分享。年过

六旬的老夏夫妇认为只有互敬互爱，才能

经营好小家，才能带来社会的和谐。

记者了解到，此次“爱家观”征集收到

的观点呈现多元化趋势。据介绍，有三种

非常有代表性的“爱家观”，一种是为家拼

搏派，认为家庭是奋斗的动力，要为家庭

争取更好的生活。第二种则是“陪伴家人

派”，认为不缺位于家庭，比获得事业更重

要。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为80后，反映出

80后在逐渐成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坚

人群后，对于家庭的责任感明显加强。第

三种则是“好好玩派”，许多新婚夫妻提

出，家不是枷锁，而是在一起好好玩。这

些夫妻不求事业上出彩，也没有很大的父

辈压力，希望打造一个自由、轻松的家。

“眼下，85后、90后逐渐成为结婚的

主力人群，我们希望年轻人永远不要忽略

家庭的责任感和对于伴侣的支持。”浦东

婚登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本次活动

旨在倡导积极的婚姻家庭观，让新婚夫妻

婚后能够爱家、爱父母、爱孩子。

浦东婚登“爱家观”调查引热议
年轻一代仍重视家庭并愿承担责任

浦东填土工地挖出未爆炮弹
疑为淞沪抗战日军迫击炮弹

市首届中小学生冰上运动会举行

职工羽毛球大赛再燃“四季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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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冬至祭扫迎出行高峰
接待工作平安有序 错时祭扫初见成效

400余名职工积极参加羽毛球大赛，力争赛出好成绩。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