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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静 符佳 曹之光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之际，吃一碗寓意美好的“国庆面”，一起为

新中国庆生，成为浦东各行各业的新民俗、

新时尚。

两代“上飞人”的蓝天梦

9月 30日中午，在中国商飞上海飞机

制造有限公司浦东基地的职工食堂里，“上

飞人”全国最美家庭孟见新一家和上海市

文明家庭、2018 年度浦东新区“十大最美

家庭”卢扣章一家盼来了难得的欢聚时刻。

孟见新是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

公司高级技师，也是C919事业部副主任兼

总装车间副主任。从 1980年进入上飞厂

以来，他一干就是39年，见证了4次国产飞

机的首飞。

卢扣章更是将一辈子奉献给了上飞

厂，在 C919 大客 101 架研制期间，他退而

不休投入到繁忙的线缆敷设和制造过程

中，把经验无私地传授给年轻人，荣获

C919 首飞二等功、ARJ21 首飞一等功和

“感动上飞”年度人物。

让他们欣慰的是，自己的航空梦还在

下一代身上得到延续。孟见新的女儿在公

司情报档案部门工作，女婿则是上飞的一

名设计师。卢扣章的女儿是维修改装中心

的一员，女婿作为ARJ21事业部生产部负

责人，主抓飞机生产管理。

吃着热腾腾的面条，一家人聊聊工作，

聊聊生活。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喜庆日

子里，这样的欢聚显得尤为难得。几天前，

孟见新刚从俄罗斯航展出差回来，而卢扣章

从中国商飞试飞中心东营基地回沪探亲。

虽然都在一个单位，但因为分别在不同的部

门和岗位，要见上一面，也并非易事。

爱国爱家，家国同乐。其实，还有许多

像孟见新、卢扣章这样的“航空之家”积极

投身祖国的大飞机事业。“蓝天梦”是父辈

的梦，也是新一辈的梦。卢扣章感慨道：

“上飞的年轻人有理想有激情，就是缺乏经

验，我要尽我所能带一带他们。”而让孟见

新欣喜的是，这份大飞机情结延续到了家

庭的第三代，外孙成了“飞机迷”，还在上幼

儿园，已经开始研究起各式机型。

吃碗面 为祖国点赞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大厨专门设计了

“五谷丰登国庆面”，按照中医食养理论“五

谷为养、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平衡膳食

原理制作而成。

“吃碗面，为祖国点赞，祝福祖国繁荣

昌盛、国泰民安。”在百联世纪，和府捞面等

商家也推出了“国庆面”活动。生日在 10
月 1日-7日的顾客，凭本人身份证可免费

享用“国庆”生日面一碗。

“快来一碗大排面吧，平时要15元，今

天只卖 7元。”10月 1日中午，浦东图书馆

食堂里摆满了小国旗，天花板上挂满了小

灯笼，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国庆面”从后厨

端出。领一面小国旗，享用一碗“国庆面”，

众多读者以这份特殊的午餐，与新中国一

同庆生，成为最时尚的浦东新民俗。莱阳

小学学生罗梓荣一家来到浦图看书。午餐

时间，全家人都吃了这份特殊的“大碗宽

面”。“面很好吃，也很有意义。”罗梓荣说

道。年轻上班族曹先生也在浦图看书用

餐，中午享用了“国庆面”。

国庆假期，有不少人坚守在工作岗位

上。在世纪大道上执勤的女交警、女辅警

的午饭，有人给她们“加餐”。

“好，熟了，撩起来，撩起来。加点汤，

再来块骨头，来块肉。”10月 1日上午 10点

半不到，世纪女警中队的指导员许洁敏，就

开始忙活着煮面了。上午11点，轮岗下来

的女交警、女辅警，一回到备勤室，就可以

直接享用热腾腾的骨头汤“国庆面”，以及

蒸虾仁等可口的饭菜了。看着阅兵现场直

播，吃着午饭，大家都忘却了疲惫。

“国庆面”寓意美好“蓝天梦”梦想成真

浦东新民俗共贺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者 章磊

重阳节前夕，傅雷中学的学生来到

周浦镇长乐养护院，看望 98岁的周菊

娣老人。周阿婆曾是傅雷夫妇家中保

姆，在同一个屋檐下居住了14年。

看到有孩子来看望自己，周阿婆十

分开心。她告诉孩子们：“与先生夫人共

同生活了14年，他们待我就像亲人一样，

也让我在为人处事方面学到了很多。”

人格上求真，做事严谨，傅雷之所

以能取得如此成绩，这与他的“较真”密

不可分。周菊娣回忆说：“傅雷先生每

天早上八点起床，九点到十二点半工

作，下午两点又坐到书桌前，晚上七点

多才吃晚饭，晚间看书、写信至夜深。

那么多年，他一直这么辛勤笔耕。”

在生活中，傅家家规森严。吃饭时

不能说话、别人说话时不能插嘴、与人交

谈时要看着对方的眼睛……傅雷注重生

活中的一个个细节。“先生每次去会见朋

友前，都会把自己打扮干净，带上手帕，

他说这样做是尊重他人。”周菊娣说。

这些之前从未听说过的傅雷小故

事，让学生们心中的傅雷形象更加完整

了。学生谢宇佩说，平时更多时候都是

通过傅雷先生的作品去熟悉他，不曾了

解过他的日常生活。“这次得知了他在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对我们理解傅雷

精神很有帮助。”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103岁的乔

仁根是北蔡镇鹏裕苑小区的“明星寿

星”。近日，北蔡镇政府、镇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来到乔仁根家

中，向老人送上了真情祝福和衷心问

候。

目前，北蔡镇老龄化率已达33%，近

年来北蔡镇不断深化为老服务实事项

目，一批为老服务设施建成并投入使用；

同时不断完善为老服务种类，提升服务

质量，在重阳节到来之际，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敬老为老服务。

在莲溪八居，10对夫妇携手走过了

60个春秋，居委会为这10对钻石婚夫妇

送上了温馨祝福，还专门为老人拍摄了

钻石婚纪念照。

在杨桥村，由北蔡镇文化服务中心

提供的“百场讲座”配送服务——迎重阳

健康讲座吸引了众多老年朋友。上海市

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带来了健身操健

康主题讲座。

北蔡镇综合为老服务中心还举行

了庆祝全国第七个“老年节”主题活动，

曙光医院专家开展义诊，御康医院专家

开展健康讲座，并为现场居民提供健康

咨询。

御康医院负责人表示，御康医院已

为北蔡居民服务15年，今后将一如既往

地为居民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做好

居民健康服务的“好管家”。

98岁老人揭秘傅雷家事
曾与傅雷一家生活了14年

傅雷中学学生看望周菊娣老人。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10对钻石婚夫妇
受到祝福
北蔡镇开展系列敬老服务

本报讯（记者 徐玲）昨天，2019 年

申城“十大寿星”揭晓。112岁的徐素珍

老人（女）成为上海最高龄的老寿星。据

统计，2018 年全市沪籍百岁老人共计

2516人，其中浦东新区有 503人，居全市

首位。

在上海市十大女寿星中，祝桥镇111
岁的苏阿银老人位列第二。从 2015 开

始，苏阿银一直位列上海十大寿星。苏

阿银育有 6 个子女，如今大家庭已有 80
多人，五代同堂。平日里，兄弟几人轮流

照看母亲，在他们眼中，这是一份责任，

也是一份光荣。老人心态好，在儿女的

记忆中，苏阿银老人一直大大咧咧、无忧

无虑，也不爱管闲事。

十大男寿星榜单上，排名第二、第

四的是 109 岁的陶瑞生和 108 岁的杨龙

生，分别来自大团和老港。其中陶瑞生

2016年登上十大寿星榜，杨龙生 2017年

上榜。

相关数据显示，1953年，上海仅有 1
名百岁老人。2004年，百岁老人数量突

破 500 人。2011 年，百岁老人数量突破

1000 人。2017 年，百岁老人数量突破

2000 人。2018 年，百岁老人数量突破

2500人。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全市百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516人，比上年增长

16.3%。9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5 万人，

比上年增加近2700人，百岁老人的“后备

军”继续增多。

老人长寿与自身良好的心态、生活习

惯有关，也和子女孝顺、家庭和睦有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年人得到了越来

越多的社会关怀，以浦东的百岁老人为

例，他们步入百岁行列时，会收到一个市

长签名的百岁老人纪念铭牌，每月有600
元老年综合津贴，每天有一瓶免费牛奶。

新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最好的敬老

礼物就是多回家看看。

申城“十大寿星”揭晓

最好的敬老礼物就是多回家看看

■本报记者 须双双

国庆前夕，家住惠南镇的 87岁老人

李懋先用 1.2 万余粒闪光珠片绣出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活动标识，

作为献给新中国的“生辰”贺礼。

这幅作品高 50 厘米、宽 70 厘米，共

使用了 12522 粒彩珠亮片，李懋先耗时

半个多月制作完成。为了完成这幅作

品，李奶奶在老伴的帮助下，先从报纸

上收集标识图案，拿到复印店放大，再

画版样。为了让作品尽可能贴近标识

的颜色，李懋先不顾年事已高，专门去

市区寻找合适的珠片，采购专用的绣花

针。

这些彩珠、彩片十分精细，有的大小

不足一毫米，对应用的针孔也极小。但

李懋先凭借丰富的串珠经验，“一穿一个

准”。为了赶工，她最多时一天要绣 5个

多小时。

李懋先年轻时曾在文化馆工作，为

演员准备演出服和道具。退休后，李懋

先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经常为社区文

艺团队做花篮、花帽等。

其实，这不是李懋先第一次为祖国

献礼。此前，她曾用闪光珠片绣出了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表达她

喜迎奥运的美好心愿。她还在社区收

徒，手把手教青少年用珠片绣“海宝”图，

迎接世博会。

2009年，李懋先花了 200多个小时，

用 5万多粒珠片绣出一面鲜艳的五星红

旗图，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2015年，

李懋先看完大阅兵直播后，为祖国的强

大感到高兴，难以抑制激动心情，用6000
多粒闪光珠片一针一线绣出了反法西斯

胜利纪念图，以一个普通市民的实际行

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没有新中

国，哪来自己现在的幸福生活。把作品

挂在墙上，就能时常抬头看一看，这份感

恩，我永远记在心里。”李懋先说。

八旬老人用1.2万余粒彩珠片绣出祝福

李懋先（左）展示珠片绣品。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记者从铁路上

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长三角铁路昨天

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

296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327列。

国庆假日，长三角铁路客流持续保持

高位的态势，同比增长约7%。针对返程客

流量大、流向集中的特点，长三角铁路部门

加强组织，科学调度，充分挖掘能力，采取

增开大量客车、加挂车辆、动车组重联、扩

大列车编组等多项措施，增加运输能力，在

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徐州等地客流量较

大的车站继续加开热门方向客车，满足广

大旅客返程运输需求。

为应对返程高峰，10月 6日及 7日，地

铁2、16号线在运营时段内加大运力供应，

虹桥火车站夜间抵沪列车班次有所增加，

地铁根据列车到发实际情况，灵活加开虹

桥枢纽附近车站列车满足旅客返程需求。

本报讯（记者 张敏）小陆家嘴、上海

国际旅游度假区等旅游“打卡地”，国庆期

间迎来“大客流”。为保障市民和游客安

全，浦东警方加强警力部署，护航各项大型

活动安全有序、社会治安持续稳定。

“鹰眼”预警大客流

9 月 30 日至 10 月 6 日的每晚 18 时 30
分到 22时 30分，每逢半点，以“浦江追梦，

光耀中华”为主题的国庆光影秀，准时在浦

江两岸上演。

警方依托“鹰眼系统”，高空俯瞰明珠

环岛天桥、东方明珠、上海中心、上海海洋

水族馆、正大广场等小陆家嘴核心区域，人

员实时保有情况一目了然。

浦东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副指挥长杨欣

瑞介绍，浦东警方设定了大、中、小三个范

围，包括核心区警力的固守，外围的人流疏

导、拦截，以及外围的车辆控制、拦截。一

旦人流超过七成以上，警方就启动相应的

安保圈层，开展人流疏导。

据了解，浦东警方每日投入2100余名

安保人员，既有“固定岗”，也有“移动哨”，

疏导客流、维持秩序。

做足准备应对高客流

假日前期，受台风“米娜”边缘影响，上

海部分地区风力达到7至8级，上海国际旅

游度假区公安处全员上岗，启动高客流疏

导预案，确保高客流状态下秩序良好。

长假期间，度假区内各停车场每天根

据停车饱和情况采取交替开、关措施。同

时，在度假区核心区共计 1万个停车位的

基础上，警方根据实时情况开辟应急停车

区域，满足停车需求。

担当城市交通“螺丝钉”

早在假日前，浦东警方利用交通智能

研判系统对G40高东收费口长假期间车流

情况进行预测，并向公众发布。10月1日上

午 9 点开始，G1503 高东收费口迎来大车

流，车辆停停走走一直排队至张杨路，浦东

交警在收费口、S20及G1503匝道口均安排

了警力，加强道路疏导，同时强化两轮摩托

车对隧道内的巡逻力度，及时处置事故。

假日前期，受国庆阅兵现场直播和台

风天气等多重影响，浦东各大景区客流量

相对平稳。中后期，浦东各大旅游景点迎

来“大客流”。对此，浦东交警部门在周边

道路部署了警力，加大疏导力度，并视情开

辟周边部分道路作为临时停车，同时交警

也加大对违法停车、违法变道、逆向行驶，

以及超载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力度。

同时，为方便市民出游，浦东交警还推出

“畅游攻略”供中外游客参考。

浦东警方“天天在线”

假日期间各项大型活动安全有序

长三角铁路迎假期返程客流高峰

庆祝全国第七个“老年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