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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中秋八天小长假，日前，上海长途
客运南站小长假客运方案出炉。从9
月8日起，上海长途客运南站车票预
售期提前1个月，即9月8日可购买
到10月8日前所有南站始发车票。9
月29日起恢复10天预售期。

今年中秋和国庆连在一起放 8
天长假，是一年中客流最高的节假
日。据预测，国庆假期客流主要为长
三角中短途以及福建、江西、湖北、山
东等长线路方向。为确保旅客顺利出
行，长途南站将加强对江、浙两省热
门地区实行加班，涉及方向为南通、
启东、盐城、苏州、泰兴、泰州、靖江、
扬州、宁波、杭州等地。为了满足旅客

的出行需求，长途南站方面已备案
1150辆次的加班运力，届时根据客
流需要随时增加班次。

同样，国庆假期上海长途南站到
达旅客也将呈现高峰。考虑到来沪旅
游、购物及周边游的旅客较多，南站
旅游服务中心将为来沪游客提供市
内旅游、周边交通等咨询服务，还免
费提供上海市内旅游地图、地铁换乘
图、市内景点、周边旅游等资料。长途
南站还为游客提供上海一日游、各
景点门票、火车票、飞机票等旅游产
品预订服务。详情可咨询服务热线：
54352828、54353838（08:30-18:00），
或扫码关注官方微信：上海长途客运
南站获取更多信息咨询。

长途客运南站
国庆长假客运方案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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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9月 6日，长虹坊
新建成的活动室里热闹非凡，居
民们用“家规家训家风”书法作品
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而这一天
对于长虹坊的居民们也是意义非
凡，十年前的这一天，恰好是时任
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长
虹坊调研的日子。

2007年 9月 6日，在长虹坊
小区中心花园，习近平与居民们
亲切攀谈，询问大家对平改坡工
程满意不满意，今后还有什么要
求。了解到实施平改坡工程后，居
住环境得到很大改善，习近平十
分高兴，叮嘱要将这项民心工程
办得更好，并指出，做好居民区工

作要依靠全体党员，“要继续加强
社区党建，扩大党建工作的覆盖
面。”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范玲莉
说，习书记的话语为长虹坊居民
区党组织继续做好社区党建工作
指明了方向，增添了动力。廉政文
化落在社区，落在家庭，就是家风
家训，这次由街道纪工委、党建办
与居民区合办的“家规家训家风”
书法展，是康健街道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的系列活动之一，
也是加强社区党风廉政文化建设
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新建的活动室里布展，长
虹坊的居民们以自己独有的方
式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据了

解，本次书法作品展所展示的 40
余幅作品主要由长虹坊书法班
师生及小区书法爱好者，日常学
习交流，结合“家规家训家风”主
题创作而成，其中年龄最大的创
作者已经 93岁。长虹坊居民周
逸敏在留言墙上这样写道：家规
家训家风是每个家庭最大的资
产，是中华民族的美德，需要世
代相传。

居委工作人员介绍，为期 20
天的书法展期间还会有不少互动
环节，让社区党员群众走近充满
温情和智慧的家国文化，涵养新
时代的良好家风，使社区每个家
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
和谐的重要基石。

虹亭汇清风 笔墨凝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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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梅陇三村的“绿主妇”可以说已
经成为“绿色环保”的代名词，8月
31日，“绿主妇”今年第八次的垃圾
减量公益回收活动如期举办，越来
越多的社区居民参与其中，从自己
做起，自觉投身小区绿色环保。

一早，“绿主妇”志愿者们就已
布置好活动现场，精心地把回收现
场设在居民区活动室对面的阴凉
处。活动现场，居民们手持零废弃积
分卡，带着一个月来分类收集的大
包小包有序地排队等候。“绿主妇”

志愿者们则分工协作，依依收集处
理。

据了解，梅陇三村每月最后一
周周四主要针对塑料和利乐包等干
垃圾的减量公益回收活动已经坚持
了 6个年头。为了更好地进行垃圾
分类和回收，自 5月起，梅陇三村引
进参与到睦邦环保、绿色账户、长三
角人类生态中心、天楹公司等多方
共同形成的全品回收联盟，将垃圾
分类工作做得更科学化、精细化，带
动社区居民自觉参与到垃圾分类回
收。其中，源废弃回收卡、“绿色账

户”等方式，也使居民参与更有积极
性。今年 6月，梅陇三村还获评“上
海市低碳示范社区”。

主办方表示，随着垃圾减量回
收等活动的持续举办，越来越多的
居民有了垃圾分类环保意识，活动
口碑相传，日渐深入人心，本次回收
活动共有 134人次参与，值得一提
的是，又有 5位居民新来办理零废
弃积分卡；共回收塑料外包装 139.6
公斤、利乐包装 20.335公斤、塑料
袋 24.27公斤，减量的垃圾装满了
28个编织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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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婆基因植入手作温暖元素
KLMNOPQRSTUVWXY

从播种棉花，到收割、脱壳、去
籽，用古老的纺纱技艺纺线、染色、
织布，再把纯天然的棉布做成植物
染的方巾、围巾，或者在布面基底上
刺绣、拼色，做成一款私人定制的抱
枕、茶席、杯垫、包包……整个脉络
都可以亲眼看到、亲手体验，即将于
9月 22日正式开馆的黄道婆纪念
馆（二期）将以“黄道婆手工体验馆”
的名义，为原本静态展示的纪念馆
插上翅膀，带你穿越带你飞。

记者近日来到徐梅路 700号黄
道婆纪念馆。进门正对的是清幽古
朴的黄道婆墓，右手边是纪念馆一
期，主展厅门楣上悬挂有周谷城先
生题写的“衣被天下”匾额，展厅内
讲述了黄道婆生平及其历史功绩。
左手边则是即将开放的黄道婆手工
体验馆。

叩开朱漆大门门环，一片棉花
林乍现眼前。今年三四月份播种的
棉花即将进入收获期，如今已是花
开朵朵，棉花宝宝裹在紧实的壳中
等待绽放。

“从种植到做成一件独一无二的
产品，用传统工艺织布，染布，刺绣，
整个过程和黄道婆布艺文化一脉相
承。”黄道婆手工体验馆负责人、上
海月也文化创意工作室的石璐微告
诉记者。

石璐微是广西侗族人，也是大
山里走出来的新一代绣娘。从小耳
濡目染，对民族手工艺的热爱沉淀
在她的一针一线里。在贵州民族大
学美术学院民间艺术专业读书时，
课程设计很多，但她独爱布艺，编

织、蜡染、织锦、刺绣，边学边开始收
藏少数民族绣娘们的作品。

黄道婆手工体验馆里专门设置
了布艺展示区，有她收藏的广西、贵
州的土布，各种美仑美奂的手作绣
品，也有上海的崇明老布。天然粗糙
的布面自带温暖，石璐微用它做抱
枕、床品、镜子、布面笔记本，甚至与
皮艺结合，开发出堪与奢侈品包包
媲美的纯手工包袋。

“少数民族以实用为先。一代代
传下来的纹样，用色大胆，却又协
调，自有她的道理。”石璐微告诉记
者，以前并没有专职绣娘，女孩出嫁
了，才会想到做一个背带给小孩，很
多绣品都是绣娘在工余为自己和亲
人手作而成。“每一张绣品都是她们
发自内心对未来的憧憬，和商品不
一样，所以老绣比新绣好，区别就在
这里。”

今年 5月，机缘巧合下，石璐微
入驻黄道婆纪念馆。华泾镇希望通
过引进专业的技术团队，赋予纪念
馆更丰富多样的内容，让古老的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焕发新的生命
力，让当代人也能感受到传统手作
技艺的魅力。

从绣娘到设计师，到手作课程
老师，爱好摄影、痴迷手工艺术的
石璐微似乎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方式。“这扇门走进来，就好像穿
越了”。

正值 2017上海旅游节期间，
也恰逢第二届黄道婆旅游文化节，
9月 22日起，每周二到周六，石璐
微会在黄道婆手工体验馆，等候对

手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做植
物染，也可以学绣花，缝拼布。带回
家，体验这个过程。”此外，这里也
会不定期组织茶道及传统文化相
关活动。

华泾镇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主

任陆雯表示，黄道婆纪念馆二期引
进社会组织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他
们将在规范运作，包括场馆开放时
间、体验课程定价等方面予以特别
关注，使之符合纪念馆公益开放的
要求；此外，华泾镇政府还将与社会

组织合作，积极开发黄道婆文化相
关衍生产品，让乌泥泾黄道婆故里
更加深入人心，以更加亲民有趣的
方式，邀请市民体验这一方水土中
流淌着的人文底蕴和创新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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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居民有了低碳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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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梅陇文化馆里人头攒动，凌云街
道“喜迎十九大，共庆建国 68周年
系列活动”拉开帷幕。作为系列活
动中打头阵的展览，展出的主题是

“志愿者风采秀之墨香凌云”。来
自梅陇四村的优秀志愿者徐志钧
的书法作品被一一展出，徐志钧呈
现的“爱国主义诗词展”包括 34卷
立轴的《毛主席诗词》，场面看来颇
有点壮观，吸引不少社区居民驻足
观看。

展览的主人公徐志钧是一名活
跃在社区的志愿者，同时有着自己
所长：他是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他的书法作品《邓小平文选》曾被一
大会址馆藏；去年践行“两学一做”

活动，徐志钧用了 12天手抄《党章》
2万字；还曾历时 3个月完成了一
共 6卷 120米的《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读本的摘抄等。热爱书
法，热心公益，徐志钧曾获评首届凌
云十大公益人物、徐汇区优秀志愿
者等。

据悉，除了首棒展览持续到 9
月 7日外，9月 1日 -10月 1日，凌
云街道“喜迎十九大，共庆建国 68
周年系列活动”还将推出“我爱你祖
国之诗歌献礼”，每周微信图文推
送，志愿者以诗歌朗诵形式向十九
大献礼，祝福伟大祖国成立 68周
年；“爱国主义宣传进社区”，好军嫂
志愿服务队走进社区，举办爱国主
义教育讲座等。

“墨香凌云”：志愿者风采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