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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集市展现前沿技术魅力

欧阳路街道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升级启用

2018年第2期区处级干部进修班结业

本区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推进会

中国画写意荷花展在海派文化中心举行

本报讯（记者 曲姗姗）日前，虹口区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工作推进会暨住宅小区建设“美丽家园”工作推进会在区
机关大楼会议室举行。区委副书记洪流出席会议并讲话。
副区长周嵘主持会议。

洪流指出，要认清当前创建工作面临的形势，进一步坚
定信心、增强决心，锲而不舍地抓好创建工作，不断取得文
明创建新的成效。要以建设“美丽家园”工作为抓手，切实
增强群众获得感。坚持党建引领，强化居民区党组织在住
宅小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牢固树立“好事办好”的理
念，将涉及住宅小区改造的实事工程有效结合、同步推进，
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要切实提高物业服务管
理水平，带动提升居民群众的满意度，助推全区创全工作。
要加强机制建设，合力推动创建工作提质增效。各部门、各
街道、各单位要一鼓作气、再接再厉，紧扣区委、区政府创全
工作部署和“美丽家园三年行动计划”要求，严格对照标准，
狠抓项目落实，确保圆满完成今年目标任务，为明年工作打
好基础。

会上，区房管局汇报了本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及住宅
小区建设“美丽家园”工作情况；区文明办通报了近期创全
工作情况，解读《关于物业管理行业广泛开展创建精神文明
立功竞赛活动的通知》；区城管执法局、欧阳路街道、虹房集
团等作交流发言。

本报讯（记者 孙洁静）日前，2018年第 2期虹口区处
级干部进修班结业典礼在区委党校举行。区委副书记洪流
出席结业式并讲话。

洪流充分肯定了此次培训取得的成果，并对参加培训
的处级干部学员提出要求。要做到政治合格，始终胸有大
局，不断自我提升，落实从严治党责任。要努力锤炼优良作
风，以持续推进机关作风建设为抓手，带头践行虹口区机关
精神，求真务实抓好工作。

结业式上，学员代表作了学习交流发言。

本报讯（记者 王圣杰）日前，欧阳路街道社区党建服
务中心升级启用仪式在街道党建服务中心举行。区委常
委、组织部长杨春花出席。活动仪式上，市党代表们还为
有40年党龄的居民区党员代表颁发荣誉证书 。

去年以来，欧阳路街道对标街道社区党建服务中心规
范化建设要求，二次升级改造相关软件和硬件、强化服务
功能，打造了65个有温度的党建服务站、7个示范性的党建
服务站，以及推出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党建服务项目。

今后，党建服务中心将继续探索实践，切实让服务平
台更加有效，增强党员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本报讯（记者 孙洁静）日前，为期三天的虹口区公益
科普活动——科普集市在鲁迅公园落下帷幕。

本次科普集市以“3D世界的畅想”为主题，通过展示、
互动、娱乐、演出等形式，将人工智能、3D打印、生命科学等
前沿科技展现给市民。

在上海材料研究所展位前，一枚小巧、轻盈的3D打印
球引起了市民的好奇。记者透过球体表面的空洞往里看，
原来，小球里外共有7层，皆是一体打印而成。另一个机器
人展位前，机器人小胖不仅现场播报天气情况，还会歌曲
点唱，赢得了很多参观者的欢心。

据悉，作为 2018年度上海市科委发布的“科技创新行
动计划”科普项目指南内容之一，“科普集市”的举办旨在
进一步丰富上海市民生活，打造科普活动品牌。活动期
间，本区多个优秀科普文艺作品还进行了展演。

本报讯（记者 耿小彦）日前，由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中
国画艺委会、虹口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荷”为贵
——海派著名画家陈家泠、杨正新、陈琪、余仁杰、余石、夏
建峰中国画写意荷花展在海派文化中心拉开帷幕。

本次参展的六位画家是当代海派画家中的代表人物，
展览共展出作品 53件，呈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绘画技
艺。荷花是历代画家最钟爱的抒发情感的创作题材，海派
画家朱屺瞻、谢稚柳等都留下许多极具艺术性的荷花作
品。本次展览的作品中，既有传统国画的线条与墨韵，也有
抽象派风格的渲染与浸润，体现了海派画家融会贯通、包容
并蓄的风格。展览将持续至10月13日。

“希望现代人走出忙碌，可以感受自然、感受人文，感受生活的美好”

“95后”大男生爱给昆虫穿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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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现在的收入已经超过一般的小白领，但张
越白依然是一个结结实实的月光族。“我把钱都用
来买藏品了。”除了50多种蜣螂外，张越白的其他藏
品同样是稀奇古怪。瓶子里的是跟澳洲龙虾个子
一样大的大王具足虫，盒子里的是两百多种象甲
虫，国内最大的103mm的大王花金龟和89mm的土
瓜达花金龟，还有豹纹守宫蜥蜴、墨西哥红膝鸟蛛
（死后做成标本）等爬宠，这些藏品有的是沙漠特
产、有的是雨林独供。

每一件藏品都有几百、上千不等的价格，“正
常点”的藏品也有，比如植物标本、贝壳、海螺，以
及各类古旧物。他坦言，有的虫子收过来，他只要
一转手，就能轻轻松松赚到不菲的差价，然而，这
种“低端”生意他是不愿干的。因为，他希望看到
这些藏品成为作品，享受制作的过程和完成之后
的成就感。网上，有人评价他是艺术家，而他说自
己只是一个设计师。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这
种自然与艺术的结合，能带动现代社会的很多人
从平日忙碌的生活中走出来。在空闲之时不仅仅
只有手机，更可以感受自然、感受人文、感受生活的美好。

张越白透露说，未来五年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去学习钟
表维修，精进技术，成为更好的设计师；还有一个便是众筹
招商，开店办学，做一名文化推手。“谁说成功之路一定要有
模板？我希望这种小众艺术能被更多人接受，让更多孩子
爱上昆虫、爱上自然。”

■本报记者 朱伟文

张越白的家兼工作室就在溧阳路上一栋老建筑洋房
里。这个 95后大男孩爱给昆虫标本穿上钟表零件等制
成的盔甲装置，把它们做成蒸汽朋克艺术品。进入他的
工作室，扑面而来的奇幻感，会让人分辨不清这里到底是
昆虫馆，还是“变形金刚”模型陈列室。

这名技术宅男毕业于虹口南湖职校。之前，他老老
实实当过几年上班族，自考了大学。然而，天天挤地铁、
月月死工资，白开水般的生活并不是他的心中所向。业
余生活中，他继续捣鼓自己的兴趣爱好——做昆虫标本，
并把它渐渐做成了自己的事业。

张越白的工作室其实就是老宅中的一隅，
巴掌大的空间。就是这么一小块地盘，却被他
玩成了“万花筒”。小女生看到要惊叫三声的
各类昆虫，在他的眼中如同至宝。

记者采访那天，小屋子里飘着爵士音乐。
到他的工作台跟前，不到十步的距离，要经过
餐桌和树蛙的小窝。树蛙是他的藏品之一，也
是不多的活物之一，而他更为“浩瀚”的藏品是
昆虫标本。在他顶到天花板的老木头工作台
的置物架上，分层陈列着这些标本，大小不一、
却整齐划一地排在一个个木质盒子里。

“全世界已发现的蜣螂有 6000多种，我这
里有 50 多种，这辈子还是有希望收集齐的
……”张越白抚摩着其中一只盒子说。

要是觉得张越白只是一名收藏者，那就错
了。要知道他在网上的标签是“国内第一个专
门从事蒸汽昆虫艺术品的匠人”，在这个领域
可是小有名气的，有自己当版主的百度吧，粉
丝上万。

按照张越白的生活习惯来说，每天夜深人静之际，便
是他埋头创作之时。据悉，要制作一件蒸汽朋克昆虫作
品可不容易。根据工艺难度，要三天到一周不等的工时，
有时候他为了赶工，挑灯夜战到两三点也是常有的事。

“每一道工序都伴随风险，稍有不慎，功亏一篑。所以，干
这个，没有几年的昆虫标本制作经验是不行的。”张越白
此言不虚，他的工具里面除了常见的镊子、细钉之外，还
有手术刀、切割机，摊出来十几样，足见他这门手艺对精
度和工序的要求。

张越白指着一只米粒大小的虫说，即使这样的大
小，有创意也能做出作品，自己曾经就将一只迷你虫做
成首饰。

从张越白小时候的经历就能看出，他成为别人眼中
“奇特存在”的潜质。

五六岁时，别人家的孩子天天抱团玩耍打游戏，他就
喜欢一个人与昆虫为伍。抓白星花金龟，将它们的腿绑
在绳子上飞舞。他还会花数天时间，搬张小板凳坐在蜘
蛛边上看它们织网。乐此不疲地做昆虫、植物标本。长
大一点了，他写胸斑花皮蛛交配的详细观察日记，将饲养
的锹甲打架的场面拍成小视频放到网上。从小想当生物
学家的他事实上只当过生物课代表。

爸爸对他的期望，他也没有达成。爸爸给他取名张
越白，意指超过李白，成为大文豪。他却对蝴蝶刀、双截
棍情有独钟，手上经常“刀痕累累”，朝着“武状元”的路一
去不返。

在南湖职校毕业后，张越白按部就班干过科技馆展
区管理员、小微银行理财顾问、文员等工作，虽然收入一
般，但是为了爱好，他几乎把所有的都被他花在昆虫标本
等收藏上。

特立独行的剧本演绎，为他带来了人生的转折点。
一次，他游览蒸汽朋克吧，惊艳于朋克风的小首饰，萌发
了将这门艺术与昆虫标本收藏混搭的灵感。到国外论坛
上一看，更令他大开眼界。他曾想过拜高手为师，发帖求
助，都杳无音信。不得已，凭着自己对昆虫的了解，他开
始了昆虫设计的探索之旅。第一件作品是一件机械蝎
子，他为蝎子的身体里填充粘土，装上机械零件，晒在贴
吧里。不久，就有人私信他表示愿意出价购买。

随着作品的不断曝光，他在这个小众圈子里闯出了
名声，订单开始多了起来。额外收入渐渐超过了工资，

“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小张爽快决定——辞职，开了淘宝
店。

近年来，他陆续做了百来件蒸汽昆虫作品。从小对
昆虫等的入微观察，让他的作品总能别出心裁。比如，观
察到皮皮虾在攻击猎物时会弹出颚足，他受此启发做出
弹簧臂铠设计。他的作品门类很多，已形成“癫狂、呼啸、
精灵”等六大成熟的系列，更有“接驳、能源箱、战损、外
铠、透视仓”等特殊的纯原创设计。

小众爱好谋出新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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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商品社会什么都能买到，我说，那
可不一定，不信？你去买份报纸试试。

9 月 30 日是我国第五个“烈士纪念
日”，当天的《解放日报》第 2版发表在“解
放论坛”上的“永远的英雄，请接受我们的
敬礼！”是我所写的。一清早从“上观新闻”
上看到《解放日报》电子版，非常激动。平
时经常在《新民晚报》和《虹口报》发些文
章，《解放日报》是上海第一大报，而且我的

“处女作”又发表在第 2版的“要闻”版上，
“解放论坛”还被冠以“中国新闻名专栏”，
真是无比自豪。

去邮局买几份报纸留作纪念吧，骑上
小黄车直奔单位附近的四川北路 1991号
邮政局，保安告诉我，这里不卖报纸。什
么？是我搞错了？我再跑出大门看招牌，

“一楼大堂有卖香烟、二楼有储蓄”的偌大
黑板广告杵在大门口。我被弄糊涂了，邮
局竟然卖起了香烟？邮政储蓄也在和银行
抢生意！

原先有许多书报亭，马路整治全部被
“扫清”，为了市容整治也无可厚非。但原
本是邮政局主业之一的报刊销售也消失
了，实在想不明白。可能是一元钱一份的
报纸不如一百元钱一包的香烟利润高，也
可能现在有新媒体手机报，纸质报纸看的人少了？但，不管
是这条理由还是那条理由，你邮局卖起了香烟总说不过去
吧。据我所知，邮政局应该是国有企业，应该也有社会责任
和公共服务的义务，你不卖报谁卖报？

像我等许多老同志还是习惯看实体报纸，以前下午 2
点左右等在报摊买《新民晚报》也是一种乐趣，拿到报纸一
股油墨香，比闻花花草草还舒服，戴着老花眼镜慢慢阅报也

叫陶冶情操。如有喜欢的内容，剪下
来贴成“剪报”，还可以不断地欣赏。
我国老年人口越来越多了，真心希望
邮政局的领导同志们认真考虑，把“报
刊杂志”的销售回归邮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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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燕丽）近日，
本区 2家社区“退役军人事务顾问
点”在凉城新村街道揭牌。这意味
着，今后退役军人若想了解相关政
策、获取服务资源、解决实际需求，
有了“专门机构”。

本市正式实施关爱退役军人和
优抚对象的“退役军人事务顾问”制
度后，区民政局便积极着手推进该
项工作，最终确定在凉城新村街道
设立社区“退役军人事务顾问点”。

凉城新村社区是部队驻区集
中的区域，为方便广大退役军人和
优抚对象前来咨询、办理事务，街
道特设立了两个顾问点。第一顾
问点位于街道双拥（优抚）之家，周
一至周五均可接待来访者；第二顾
问点位于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内，每周一、三、五上午接待来
访者。

刚一挂牌，第二顾问点一上午
就接待了退役士兵家属、烈士遗属、
转业军人、参战人员等近十位来访
者，有来咨询相关政策的，也有来询
问关于退役军人事务的。顾问点的
顾问对每一位来访者均进行来访登
记，针对现场无法解决的问题，都一
一记录后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并及
时跟进。

据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
给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提供专业化
的服务，街道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
务方式，委托上海宏城优抚社工事
务所负责开展相关工作，并依托社
区资源，做到与街道、居委会信息互
通、工作互补、活动合作和资源共
享，在社区建立了固定的优抚对象
活动平台。

区民政局表示，下一步将联合街道，常态、长效推进退
役军人事务顾问相关工作，派出业务骨干与退役军人事务
顾问，共同参与接待咨询服务，并定期对顾问及相关工作人
员进行业务培训，进一步夯实双拥基础工作，逐步完善工作
体系，不断丰富服务内涵，营造浓厚的双拥氛围，切实为退
役军人办好事、办实事。

民间大厨比拼健康菜 本报讯（记者 孙洁静）
日前，区爱卫办在上海燃气
市北销售公司食堂举办“健
康菜肴烹饪和点心制作比
赛”，来自区内机关、企事业
单位食堂的12位大厨，现场
对决、比拼烹饪美味健康菜
的厨艺。

在首先进行的刀工对决
中，12位大厨接受了来自豆
腐干丝和目鱼花的考验。另
一边的自选菜肴展台上，14
道健康菜被陆续摆上了桌。
记者看到，香菇、笋丝、鱼片
等普通食材，变成了“妙手
卷”“松子桂鱼”“金汤鱼片”
等一道道美味佳肴。虽然色
面美观，但大厨们的烹调方
法多为低盐、低脂、低油，蕴
含了健康饮食的巧思。

最终，来自上海珍鼎餐
饮服务有限公司、区政府机
管局、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
局的厨师分别夺得综合技
艺、点心制作和自选菜肴项
目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 张雯珵 孙洁静）四年磨一剑，一朝试锋
芒。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于 9 月 28 日至 11 月 10 日举
行。国庆期间，虹口的运动健儿们奋勇拼搏，捷报连连。

10月1日，市运会击剑青少年男子组比赛率先在松江开
打。小将吴桐顶住压力，一路过关斩将，为虹口赢得了一枚
男子花剑个人赛银牌。而在 10月 4日至 6日进行的市运会
击剑青少年女子组比赛中，虹口女队的选手们奋力拼搏，频
传喜讯。在已经结束的第十六届市运会青少年组击剑比赛
中，虹口选手共获得了3金4银2铜的成绩。

10月7日，虹口男排青少年B组和女排青少年A组均获
市运会亚军。男排决赛中，虹口对阵静安，两队实力相当，
比分十分胶着。虹口以25：18，25：19拿下第一局和第三局，

但决胜局以 13：15惜败静安。女排冠亚军争夺战在虹口和
黄浦之间展开。这场比赛虹口队打得十分艰难，第一、二局
均以 23：25落后，第三局反超获胜，第四局还是以 2分之差
败北，获得第二名。排球是虹口传统优势项目。根据市运
会排球团体比赛规则，一个亚军相当于 3块金牌，因此本区
共拿到6枚金牌。

记者从区体育局了解到，今年，虹口组织1300多名运动
员参加青少年组所设的田径、游泳、击剑、羽毛球等 31个大
项、39个分项中的 24个大项、29个分项的比赛，近 400名运
动员参加攀岩、快乐体操、象棋、航空模型等 8个展示项目。
为了给更多青少年创造参与市运会机会，虹口还将组织青
少年参加阳光体育大联赛、小铁人三项赛等9个活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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