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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融媒体中心新闻热线

□记者 王梅

日前，松江各中小学、幼儿园学生已

正式开启寒假生活。兔年春节在即，今

年寒假作业的年味也格外浓：“烹制”年

夜饭、剪窗花贴春联、记录家乡年俗……

学生们在体验过年习俗的同时，也感受

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兔”元素成主流
在九亭五小，美味兔、幸福兔、爱国

兔、智慧兔、活力兔齐刷刷登场，花式寒

假作业内容涵盖美食制作、影像记录、体

育锻炼、歌曲演唱等。寒假第一天，四

（2）班孙绍宁就当起了“年夜饭策划

师”。“菜品搭配既符合节庆氛围，又要营

养健康。”孙绍宁说，制作菜单的过程中，

她还仔细查阅参考了中国居民平衡膳食

宝塔图。

翻开上外云间小学的寒假生活手册

使用指南，“兔 be shiny”“兔 be smart”
“兔 be strong”“兔 be special”“兔 be
super”五个主题涵盖德智体美劳五个方

面。上外云间小学课程教学中心主任沐

云涛介绍，今年的寒假作业延续了往年

的“生肖年寒假实践手册课程”传统，以

“兔”为主题，倡导学生利用寒假争做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云间好少年。“各年

级寒假作业主题方向一致，具体内容根

据学段不同有所区别。”沐云涛介绍，比

如在“兔 be super”主题版块，倡导一年

级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家里的事情

帮着做，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建议二年

级学生在家长的帮助下尝试准备年夜

饭；鼓励三年级学生参与社区、街镇公益

劳动或志愿服务。

“家乡味”香喷喷
寒假前一天，松江区实验小学的孩

子们“烹制”的年夜饭提前“上线”。烤

鸭、火锅、八宝饭、大盘鸡等天南海北的

“家乡味”出现在学生们设计的手抄报

里。有的学生甚至给各式菜品备注了

“吉祥话”，如“鸡鸭展翅高飞”“红烧鱼

年年有余”“清炒时蔬生机勃勃”“年糕

年年高”“红枣糯米甜甜蜜蜜”“什锦虾

仁前程似锦”等。

九亭五小副校长张佩佩介绍，除

了倡导学生跟家长一起策划年夜饭菜

单，九亭五小还发布了家乡“年味”美

食征集令，鼓励学生学唱一首家乡的

歌 曲 ，用 影 像 记 录 家 乡 的 美 食 和 年

俗。“我们学校不少孩子老家是外省市

的，这几年因疫情未能返乡，今年回家

乡过年，我们希望孩子们能用心感受

家乡味。”张佩佩说。

工程大泗泾附校倡导学生在寻访中

“品味”家乡味。校长季国栋介绍，学校

为孩子们选取了松江区和上海市区两条

探访线路。其中不少点位就位于泗泾

镇，包含文化阅读空间、茶文化空间、古

镇水文化空间等。

传统文化唱主角
寒假第一天，松江区第三实验小学

的孩子们将剪窗花、贴春联等年俗文化

学习提上了日程。二（7）班周诗萌跟着

长辈学会了剪窗花。“窗花、春联是中国

年俗文化，能增添节日喜庆的氛围，这样

的寒假作业很棒！”周诗萌说。

上经贸大附校花园分校六（9）班陈

昕蕾也制定好了争当“劳动小能手”的计

划，她说：“春节马上要到了，我和爸爸妈

妈已经商量好了，今年大扫除不能少了

我。”上经贸大附校花园分校常务副校长

高晓红告诉记者，今年刚放寒假没几天

就要迎来春节，学校的寒假作业也更注

重贴近生活，希望孩子们通过体验各类

年俗活动，深入了解优秀传统文化。

在以“读书润泽生命、奋斗点亮未

来”为校训的上外云间中学，与往年一

样，在“读书”中追溯历史、感受中国文化

魅力依然是假期的主旋律。寒假前，学

校印发了以“国色山河，绚丽少年”为主

题的《上外云间中学2023寒假生活指导

手册》和以“听历史耳语，与先哲对话”为

主题的《云间学子“七自”评价手册》，精

心为学生“烹制”了以观看解读纪录片

《中国》《孔子》为主菜的“文化大餐”。此

外，学生还可利用寒假参与“敬拜祖先、

走访祖辈、了解祖籍、探访祖居、热爱祖

国”五祖寻根活动，形成故事演讲视频、

人物小报、三行诗等成果。学校副校长

金晓燕说，除了自学中国传统文化外，师

生还将联手策划中国文化主题展，开学

后集中展示。

松江各校引导学生体验过年习俗，感受中国文化魅力——

传统文化唱主角 寒假作业“年味”足

本报讯（记者 王梅）“见字如面，

新年快乐！”1月 17日，三新学校松江

思贤分校的学生们人手一封，收到了

老师们的手写书信（见上图）。原来，

这是学校依托全员导师制，以爱的名

义为孩子们送上的新年祝福。

“记得你喜欢看科幻小说，希望你

保持好奇心和对生活的热爱……”在

给学生郁涛的信中，心理健康学科教

师赵芝怡写下了她对学生的印象和期

许。当老师的头一年，为了给她心目

中的“小可爱们”准备一份别样的惊

喜，不擅长手工制作的她花了几天时

间，学会了用彩色卡纸制作兔子造型

的信纸和手工折纸花。“新的一年，希

望大家像花儿一样烂漫！”赵芝怡说。

无独有偶，二（2）班班主任曹欢勤

也为孩子们制作了兔子造型的折纸。

“蓝色裙摆的小兔子是给男生的，粉色

裙摆的小兔子是给女生的，想对同学

们说的话都藏在裙摆里。”曹欢勤说，

在信中，她表达了对孩子们的想念，也

送上了祝福。收到小兔子信件后，不

少学生在班级微信联络群内“回信”给

她，有的学生还跟她约定新年要做一

个可爱的兔子灯。

“书信里有导师的祝福，有导师的

期盼，更有师生情谊在流淌。”三新学校

松江思贤分校德育副主任余梦圆介绍，

学校从建校初期就在初中部试点推行

全员导师制。这学期，经过师生双向互

选，学校为小学部和初中部的每名学生

都安排了导师，实现了“教师人人是导

师，学生人人有导师”。导师们日常关

注关爱学生，线上教学期间也保持紧密

联系，形成了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

本报讯（记者 李谆谆 摄报） 年关

将近，仍有不少一线职工坚守在岗位

上，为了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1
月 17日，小昆山镇开展“我为职工办实

事，新春温暖进万家”关爱外来建设者

行动，为留松外来建设者、春节期间坚

守岗位的一线人员等群体准备了一顿

特殊的“团圆饭”（见上图）。

摘菜、包饺子、蒸年糕，在上海松昆

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大家聚在一起，团

团围坐，有说有笑。年味在这顿特殊的

“团圆饭”中渐渐升腾，也为这些不能回

家过年的一线职工带来慰藉。在小昆

山镇工作已有 13 年的施琛是上海中核

维思仪器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职

工，今年将是他在“第二故乡”过的第三

个年。公司在春节期间仍需为国家管

网等提供天然气计量的产品供应和维

修保养服务，施琛和一部分职工需要留

守岗位。虽然生产任务留住了他归乡

的脚步，但这顿特殊的“团圆饭”让他感

觉好像回到了家。“在这里和大家聚在

一起，热热闹闹的，让我觉得很温暖。”

施琛说。

据了解，为了营造“第二故乡”的温

暖，做好职工的“娘家人”，小昆山镇总

工会等部门主动提供职工劳动维权、就

业培训、文体生活、困难帮扶等服务，以

切实保障职工权益。

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 通讯员 沈忱） 冬季持

续低温，松江自来水有限公司近期接到多起居民求

助电话，公司立即响应，及时解决居民供水需求，切

实保障冬季用水安全。

“你好，是自来水公司吗，我们这边水管爆了，

很多人用不上水，能不能马上派供水车来？”1月16
日 20时，中山街道信达蓝尊小区水泵房进水管突

然爆裂，导致水箱无法正常注水，小区 556户居民

用水受到影响。松江自来水公司第一时间组织应

急供水车为居民送水，解决用水难题。

今年元旦，绿洲华庭小区188号居民发现家中

水压严重不足，无法正常用水。公司接报后迅速派

出抢修人员到达现场，逐一排查阀门、水表等后，发

现内部管道存在问题，并在立管下方的墙角处发现

了漏点。随后，抢修人员与物业人员对接后完成了

内部管道修复工作。

据了解，临近春节，松江自来水公司已全面落

实寒潮和节日期间供水保障措施，确保居民度过一

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本报讯（记者 宋崇 摄报 ）春节在即，为让市

民春节游园更尽兴，醉白池公园已“换”上新春装

扮（见上图），园内节日氛围浓郁。

今年醉白池公园的新春布景主题为“瑞兔迎

新，福满醉白”。1月 18日上午，记者在公园看到，

西大门、照壁、主干道等11处喜迎兔年新春的布景

都已完成，400多只红灯笼和各式“福”字、中国结，

共同把这座古典园林装扮得格外喜庆祥和，引得不

少游客拍照留念。“满眼都是红灯笼和鲜花，年味很

浓，很喜庆。”市民唐先生说。

除了兔年布景，公园还特意布置了新春主题花

境，让市民在冬日里也可以欣赏到盛放的鲜花。“我

们引进了1300余盆杜鹃，来烘托新年气氛，颜色以

红、粉为主，希望广大游客在游览公园的同时，也能

看到鲜花的绚烂。”醉白池公园副主任张琦表示。

本报讯（记者 韩海峰）从“头”等大

事做起，让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留松过年

的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感受“家的温暖”。

1月 17日上午，在位于方松街道祥和商

业广场的木源理发店内，经过理发师的

一番剪刀飞舞，外卖骑手陈永福的头发

看起来清爽利落了不少。

春节前，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

联盟发出“善待快递小哥，让每一单都不

孤单”的倡议书，呼吁市民对新业态新就

业群体多一份包容、多一份理解、多一份

关爱。在方松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

组织下，辖区内不少商家积极参与。“我

也是一名新松江人，看到这些快递小哥

风里来雨里去的，对这些辛苦付出感同

身受，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木源理

发店负责人李爱玉表示，当天，店内6名

理发师都放弃了上午的休息时间，为报

名参加活动的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

人、保安等群体提供免费理发服务。

据悉，为了让更多新业态新就业群体

享受到此次免费理发服务，祥和商业广场

党支部通过“方松党群之家”微信公众号、

商圈商铺微信群等多种渠道进行了活动

推介。“我们今年还将在商圈内设置骑手

美发套餐，提供单次10元的理发优惠服

务。”祥和商业广场党支部书记黄斐说。

春节前，方松街道还为新业态新就

业群体准备了暖心咖啡、送春联等活动，

让他们感受“家的温暖”。

醉白池公园
“换”上新春装扮

三新学校松江思贤分校墨香传递师生情

手写书信赠学生 亦师亦友送祝福

市民需求立即响应
全力以赴保障供水

一顿特殊“团圆饭”温暖留守建设者
小昆山镇开展关爱外来务工人员行动

“头”等大事放心头
留松过年暖意浓

本报讯（记者 宋崇）过年穿新衣，松江服装市

场迎来热销。记者近日走访多家商超发现，服饰销

量明显上升，其中“中国红”销量最佳。

记者来到大润发超市松江店，年节服饰种类不

少，还推出了打折促销活动，款式多样，寓意美好。

据超市工作人员介绍，这几天，服饰区销量增长了

近30%。

“这件红色唐装我很喜欢，过年穿很好看。”正

在和父母逛街的小朋友嵇艾雯说道。一旁带着孙

女买新衣的俞女士也表示：“快过年了，红色衣服看

着就喜庆。”

在松江印象城，各品牌服装店都将新年新款服

饰摆在了醒目位置。“我们的服装销量比平时增加

了两三成。”一家服装店店长陈芳说。

本报讯（记者 梁锋） 无“联”不成春，有“联”

春更浓。1 月 15 日上午，松江联通公司走进九里

亭街道杜巷居民区开展送春联活动，免费为社区

居民发放春联、“福”字，把浓浓的年味和新春祝福

送给居民。

书法爱好者们为居民现场书写喜庆祥和的春

联，松江联通志愿者们还为老年用户提供免费手机

贴膜、手机内存清理等服务。社区群众纷纷点赞，居

民黄忠民高兴得合不拢嘴：“在家门口就能拿到手写

春联，还享受了免费贴膜，这活动实在又贴心！”

买新衣过新年
“中国红”最畅销

本报讯（记者 李天蔚） 1月18日上

午，九里亭街道社区党委联合“九里乐活

e 家后援会”各职能部门，为选择“就地

过年”的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送

上新春的慰问与祝福。

“小哥，2022年辛苦了！”活动现场，

九里亭市场监督管理所和街道总工会工

作人员把“防疫大礼包”送到每一名参与

人员手上，叮嘱他们做好个人防护。拿

到礼包的市容环境管理员贾保应乐呵呵

地请同事帮他拍照留念，他说：“我是工

作间隙过来的，这里有礼包，还有热气腾

腾的茶水、汤圆、饺子，感觉很暖心。”

写“福”字、送春联也是当天活动的

热门项目。现场，来自九城湖滨社区的

书法达人蔡海平免费为大家写“福”字和

春联。一名拿到手写春联的快递员笑着

表示：“小尺寸的春联太贴心了，回去贴

在我的车上，年味立马就有了！”

节前好好理个发也是外卖员、快递

员的迫切心愿。九里亭市场监督管理所

党支部还联系了辖区内一家理发店，于

活动当天为外卖员、快递员们免费理发。

记者了解到，当天现场还设置有测

量血糖血压、理疗、牙科义诊、劳动调解、

就业咨询等多个便民服务项目，街道社

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还为留沪过年的外

卖员、快递员们送上春节电影票，街道团

工委及妇联则为他们的子女准备了学习

用品和糕点。

关爱新就业群体
暖心举措不断

服务居民传祝福
贴心年味进社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