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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 人”——感动浦东十大典型人物风采

第五届
中共浦东新区委员会宣传部

洋山港是世界第一集装箱吞吐大

港。在港区背后的半山腰上，隐藏着一

座小小的气象站。在这座远离城市的

孤岛上，一群气象人24小时为洋山港的

航运安全及港区的安全作业保驾护航。

身为上海海洋气象台洋山港气象

站站长，沈其艳从事的是最基础的气象

数据记录工作。21年来，这个土生土长

的渔家女扎根小洋山岛，成长为洋山港

气象站站长，并与她的丈夫费燕军一

起，坚守在上海唯一一个艰苦台站上，

记录着小洋山岛的“风云变幻”。

沈其艳回忆，当年为了配合洋山港

建设，岛上居民已经开始动迁，但站点

还在翻修没地方住，她只能暂时借住在

一户居民的楼梯下，只够放一张床的空

间，她一个人爬进爬出，天热的时候被

热醒是常事。在东海大桥没有建成之

前，沈其艳在岛上一待起码一周，最长

有一个月。

气象站值班24小时都离不开人，从

1997年至今，沈其艳所在的洋山港气象

站一天不间断，收集了 3亿多条珍贵的

气象资料。这些数据，对洋山港开发的

前期论证和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更为上海极端天气气象大数据系统的

建立，提供了最前沿的一手资料。这些

数据，都是沈其艳及同事们用打仗一般

的艰辛换来的。

在气象站值班室的墙上，挂了许多

锦旗。其中一面锦旗，是 2011 年台风

“梅花”过后，港区船务公司专程派人送

来的。对于洋山港气象站人来说，这面

锦旗是用两天一夜的无眠换来的。

沈其艳表示，在小洋山岛上，碰上

大雾、大风、台风、寒潮这样的恶劣天气

是家常便饭。设备没有自动化以前，到

了时间点该上去观测记录数据，就算是

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上去。刮台风的时

候还需要每小时一次的加密观测，两个

人要用绳子绑在一起去。

沈其艳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一干

就是21年。几千个日夜里，不论风雨雷

电、黑夜白昼，她没有遗漏过一次观测，

记下了数百万个精准及时的数据，为洋

山港、东海大桥等重大工程建设和相关

港航单位的安全运行提供了珍贵的气

象资料。

为什么能将一件枯燥乏味、不断重

复的事坚持那么长时间？“日常气象数

据记录看似不起眼，却是气象学领域的

基石，必须有人做长期、不间断地统

计。看似简单的事，要做好也不容易，

我喜欢记录大自然的‘喜怒哀乐’，想把

这件‘简单的事’做到极致。”沈其艳说。

家庭是沈其艳最坚强的后盾。沈

其艳的丈夫费燕军高高大大，一身黝黑

的皮肤，原本在港区工作。怕妻子值班

害怕，他经常上山陪着，运送“物资”上

山，肩扛手提绝不让她沾手，俨然和妻

子一样把气象站当成第二个家。2010
年，费燕军也加入了洋山港气象站，主

要负责海上气象设备的维修工作。费

燕军的工作格外辛苦和危险，每次出

海，少则4天，长则半月，海上没有信号，

电话都不通。每次丈夫出海风浪一起，

沈其艳就在陆上担忧。

沈其艳夫妇就像岛上一簇簇漂亮的

“海蜇花”一样，在小洋山岛上扎根了。

他们用自己的行为，诠释了平凡的伟大、

朴实的珍贵。 （本报记者 张之花）

21年扎根小洋山岛记录“风云变幻”
——记上海海洋气象台洋山港气象站站长沈其艳

■本报记者 严静雯

近日，上海市红十字会正式公布 2018
年“博爱家园（街镇）”名单，祝桥镇成为浦

东新区唯一一家获评街镇。对接家门口服

务体系、创新居民区自治管理、培育居民博

爱精神，祝桥镇红十字会用健全的社区红

十字网络和贴心的红十字人道关爱，助力

社区和谐发展。

“一路一带”营造红十字氛围

祝桥镇是浦东新区区域面积最大的

一个镇，如何让红十字精神深入人心？祝

桥镇红十字会通过打造“一路一带”工程，

“以点带面”传播红十字精神，如今沿路会

员家庭达到 65%以上。“一路”即千汇路，

“一带”则是千汇路周边的几个小区。漫

步千汇路，居民可以在海天湖公园“博爱

港湾”内放松心情，也可以沿路学习相关

的救护知识，红十字服务站、“博爱小楼”

的便民服务则方便了不少社区里腿脚不

便的老人。

自 2013年 5月，祝桥镇红十字服务总

站正式运行以来，年平均接待群众达 9千

余人。去年，祝桥镇对红十字服务总站进

行了改造，从功能定位、制度建立、器材配

置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和拓展，进一步发挥

了红十字服务总站在家门口服务中的作

用。总站除了为辖区内老百姓提供接待咨

询、租借、保健指导等服务外，还积极发展

会员、扩大影响力。通过总站，祝桥镇成功

招募了461名造血干细胞志愿者，连续5年

被授予“造血干细胞捐献征募工作先进集

体”称号。遗体捐献也得到了居民的认可，

祝桥镇现有登记的志愿者62人，两人实现

捐献。

特色项目实现精准帮扶

“这两年，居民对红十字会有了更深的

认识，也更支持红会的活动，2017年、2018

年我们镇共收到了 36万元会费。”祝桥镇

红十字会秘书长范军明表示，这些会费将

直接用于帮困救助、开展主题活动。根据

实际的情况，祝桥镇在不同村居开展丰富

多彩的红十字活动，实现精准帮扶。

千汇二村是一个纯动迁小区，老年居

民众多，祝桥将该小区打造成“红十字急

救小区”。小区主干路被打造成救护长

廊，用漫画等活泼的形式向居民展示实用

的急救小知识。此外，小区内的“博爱小

楼”定期举办健康讲座、救护培训、心理疏

导等活动。另外，小区内还组建了“邻家

姐妹帮帮队”，队员们每周定期陪伴小区

独居孤寡、高龄老人，为老人们买菜、量血

压、组织文艺演出等，给老人一个温暖安

心的晚年。队长杨林娣从 2012年加入队

伍至今，从未中断。在她的带领下，千汇

二村的广场上时不时传来悦耳动听的沪

剧声，也有越来越多的居民加入到志愿者

的队伍中。

“失智失能困难老人关怀项目”则让越

来越多困难老人获得了一个更有尊严的晚

年。“有些老人买不起尿布，一进老人家中，

就能闻到一股臭味。”志愿者小金介绍。项

目推行后，只要符合条件的老人，每月都能

收到一箱护理用品。此外，志愿者以及老

人家属每年都能参加一次介护培训，让这

些老人得到更专业的护理。

祝桥镇获评市红会“博爱家园（街镇）”

用博爱精神助力社区和谐建设

本报讯（记者 章磊通讯员 刘杨）随着

第五场活动于近日结束，高东镇妇联携手上

海睿家服务社开展的家庭社工项目“爱在阳

光下”系列沙龙活动落下帷幕。参与项目的

妇女干部和女性志愿者们表示，系列活动让

她们有了更好的状态去投身社区工作。

妇女干部及“知心大嫂”是社区工作

中的坚实力量。通过系列培训及活动，加

强妇女干部自身建设，使妇联组织更加充

满活力、更加坚强有力，能够让妇联组织

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据悉，“爱在阳光下”系列沙龙活动围

绕“爱的五种能力”开展了5场活动，旨在

提升妇女干部及女性社区志愿者们爱的

能力，一方面促进其婚姻家庭的幸福，让

她们通过学习重新认识爱、修复爱、拥有

爱，另一方面又培养她们爱人的能力，学

会爱、传播爱，营造和谐温暖的社区工作

氛围，用爱去帮助更多社区居民。

“爱的五种能力”分别是情绪管理、述

情、共情、允许和影响，分别从情绪管理、

情绪表达、情绪感受、内心接纳与传递影

响力等方面入手对妇女干部及志愿者们

进行培训。

上海睿家社工服务社资深社工薛春华

通过“我是你的眼”“体验人生最后一刻”等

体验活动，让学员们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能

够将爱的能力进行内化，在自己的工作与

志愿服务中更好地帮助广大社区居民。

高东镇妇联相关负责人说，“爱在阳

光下”系列沙龙活动，让妇女干部与“知心

大嫂”们能够更好地经营自己的家庭与婚

姻，也能够帮助更多有需求的社区居民，

营造更好的社区环境。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如何解决小区

内流浪猫扰民的问题？在陆家嘴街道，为

流浪猫进行绝育手术的“喵星人 TNR 计

划”正在卓有成效地开展。1月19日，爱心

企业伯纳天纯为此项目捐款5.5万元，这笔

款项将用于绝育手术等方面的花销，让可

爱的“喵星人”能够融洽地生活在社区中。

“喵星人TNR计划”是陆家嘴社区公

益基金会针对社区流浪猫问题，策划推出

的创新型项目。专业社工将负责诱捕流浪

猫，并送到宠物医院进行绝育手术，之后再

将其放归原本的栖息场地。这有助于缓解

流浪猫无序繁殖、噪音扰民及卫生问题，促

进动物与人在城市中的和谐相处。

“2017 年，就有社区代表提出流浪猫

扰民的问题，之后我们分别对各类小区开

展调研，听取广大居民意见，最终于去年在

乳二居民区试点此项目。”陆家嘴社区公益

基金会秘书长张佳华介绍道。项目募资 2
万元，为小区内 20 只流浪猫进行绝育手

术，并搭建猫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还向居民普及正确对待流浪猫

的方式，并在小区内设立定点喂养区，引导

居民文明喂养流浪猫。”张佳华说，项目还

在社区内培养了一支“护卫喵星人”志愿者

队伍，推进项目长效化开展。“遇到流浪猫

死亡的情况，他们会对尸体进行无害化处

理，并送至专业接收点进行焚化。”

伯纳天纯品牌创始人赵海明表示，希

望通过参与此类活动，让这些流浪猫找到

自己的归属。“动物也是城市中的一分子，

我们希望都市人都能够尊重生命、善待流

浪动物，用善心合力解决流浪动物带来的

社会问题。”

本报讯（记者 陈烁 通讯员 杉

灵）日前，三林镇启动了“独居老人关爱

项目”，并于启动当天召开培训会，由镇

老龄办、项目承接单位相关负责人，就

项目内容、对象以及前期准备等方面对

有关人员进行了讲解。

据介绍，三林“独居老人关爱项目”

实施周期一年，对象为60岁以上老伙伴

结对关爱计划没有覆盖到的所有独居

老人，涉及到的共1067名老人，其中有

118名特别孤老和195名“三外”（子女居

住在区外、市外、国外）的独居老人。按

照志愿者和“三外”独居老人、孤老等重

点对象1比2、和一般独居老人1比5的

比例，由志愿者与这些老人结对提供关

爱，提供精神慰藉、居室安全检查以及

帮助解决“急难愁”问题等服务。通过

与老伙伴计划的无缝对接，真正做到全

镇所有独居老人的全覆盖关爱。

据了解，近年来，三林镇结合本镇

实际情况，以“家门口”服务体系提质增

能为契机，不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在盘活整合、用足用好原有养老服

务设施体系的基础上，遵循需求导向，

合理规划布局，新建和改扩建各类服务

设施，补齐养老需求的短板，提升为老

助老服务质量和水平，构建三林特色的

“15分钟养老服务圈”。

构建“15分钟养老服务圈”

三林：启动独居老人关爱项目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余

达升）近日，由北蔡镇人民政府和浦东

新区就业促进中心联合主办，北蔡社区

事务受理中心、协农劳动保障咨询服务

公司承办的“2019 年浦东新区‘家门

口’创业项目论证会”活动在北蔡大华

三居举行。

参与项目论证会的共有 7 名正在

创业和意向创业人员，他们来自不同

行业和领域，也有着各自不同的从业

经历和专业背景。会上创业者们逐一

介绍各自的创业项目及在创业路上遇

到的困难和发展瓶颈。专家导师针对

各自不同的创业项目，逐个进行针对

性的分析论证，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政策层面上，为与会者分享到

最新的创业信息和解读当前的创业政

策；在商业模式上，给出金点子，提供

切实可行的盈利模式；在企业未来发

展定位上，帮助创业者找出短板，寻到

差距，建议聚焦自身优势，提炼擅长

点，做精做优；对创业项目经营的范围

上为创业者作分类指导，明确市场定

位，寻求差异化的经营，避免同质化竞

争。创业导师还分享了一些创业失败

案例，为大家创业避免弯路上了鲜活

生动的一课。

此次创业项目论证会是北蔡镇

2019 年“创新北蔡，宜业家园”就业创

业服务系列活动的首场主题活动。

举办“家门口”创业项目论证会

北蔡：为创业者提供真知灼见

“爱在阳光下”系列活动收官

高东：培养妇女干部“爱的能力”
陆家嘴TNR计划获企业捐赠

让流浪猫与人
在城市和谐相处

攀时(上海)高性能材料有限公司位

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新城重装备产业

区倚天路555号。以金属粉末和氢气等

为原辅材料，从事粉末冶金产品的生产，

现年生产各类粉末冶金产品 300吨、特

种合金触头 200吨。因发展需要，公司

拟在一期基础上对部分产品增加清洗和

喷漆的表面处理工艺，并增加钨基高比

重合金材料、背板与靶材的铟粘合的产

品生产。改扩建完成后各类合金产品的

产量将从原来的 500 吨/年增加到 950
吨/年。

项目建设符合上海市的相关规划和

产业政策，在落实报告提出的环保措施

以及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后，从环保角

度分析，本项目建设可行。

公众可登录 http://xxgk.eic.sh.cn/
jsp/view/index.jsp 查看项目公示信息及

环评报告书信息发布文本。

意见反馈方式：攀时（上海）高性能

材料有限公司，袁经理，联系方式：

021-60230666-5106、Iren.Yuan@plansee.
com；同济大学，杨先生，021-65984254、
haizhen@tongji.edu.cn。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

沈其艳正在检查气象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