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粉丝”讲述大科学家故事
钱学森图书馆推出“星空少年讲解团”特色项目

坐落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的

钱学森图书馆 ， 用 6.2 万件文献和实

物讲述这位 “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 ”

一生的故事。 今年国庆黄金周， 上海

掀起了一股 “红色旅游” 风潮， 钱学

森图书馆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 “打卡

点”， 据馆方统计， 国庆假期前两日共

接待 2597 人次参观。

“大家有没有折过纸飞机呢？” 提

出问题的是一位名叫钱涵仪的二年级

学生， 她穿着校服、 背着话筒， 正在

第二展厅为一群大人做讲解。 “星空

少年讲解团” 是今年国庆期间钱学森

图书馆推出的最大特色项目， 每天有

五位少年讲解员陪伴观众， 用另一种

方式 “打开” 钱学森的故事。 钱涵仪

以折纸飞机为引子， 介绍了钱学森所

研究的空气动力学， 在场观众连声称

赞。 读初二的任宇航听完后不禁感叹：

“小朋友的讲解一气呵成， 让我对钱学

森的故事更感兴趣了。”

事实上， 这群 “星空少年讲解团”

的孩子都是钱学森的 “小粉丝”， 他们

在暑假进行了一周的培训， 国庆假期

首日正式 “上岗”。 按照计划， 小讲解

员们每天要进行两场讲解， 但首日即

遇观众 “热情围攻”， 当天的讲解增加

为五场。 钱学森的孙子与重孙女也来

到现场， 听到孩子们的讲解， 他们非

常感动， 觉得这是对钱学森精神的最

好传承。

据钱学森图书馆社教宣传部部长

傅强介绍， 孩子们从知识的接收者转

变为传授者 ， 带来的触动更为真挚 ，

这是图书馆推出 “星空少年讲解团 ”

的最重要原因 。 参观钱学森图书馆 ，

观众们不仅能够感受到科学家从事

研究工作的不易 ， 还能知道有许多

人在默默无闻地为国付出 ， 从而激

发踏实奋进的精神力量和爱国为民

的深厚情怀 。

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 前来钱学

森图书馆参观的以年轻人居多， 不少

高校组团造访。 据了解， 国庆长假七

天， 钱学森图书馆每天都会开门迎客，

开放时间为上午 9 点到下午 5 点。

■本报驻京记者 彭丹
驻京见习记者 罗娜 吴金娇

各方做足预案确保安全出行
本报讯 （记者何易） 随着台风离

去， 申城各大景点昨天迎来国庆长假

以来的第一个 “大客流”。

昨天早上的小雨没有影响游客前

往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游玩的兴致。 7

点 30 分， 记者来到度假区停车场入口

处， 满载游客的车辆已陆陆续续进场。

长假期间， 度假区在提供核心区 1 万

个停车位的基础上， 已做好开辟应急

停车区域的准备， 尽量满足停车需求。

11 点， 豫园人头攒动。 据悉， 当

日客流情况总体平稳， 截至下午 6 点，

总游客数为 172622 人次。 为加强豫园

整体环境保护提升 ， 园林管理方自 9

月 19 日起已对内园区域实行闭园。 而

豫园商城内的通行路线也进行了整体

规划管理， 特别是在九曲桥广场， 安

保人员以铁马围成蛇形排队区域， 引

导人流单向流动。 若出现九曲桥上游

客较多的情况， 会采取限流措施。

下午 1 点多， 田子坊聚集了大量

游客， 7 号门入口处每隔二三分钟就

放行约 100 名游客 。 截至下午 6 点 ，

田子坊总客流达 55358 人次。

临近傍晚， 外滩核心区域人流逐

渐增多， 滨水区瞬时客流更是达到 6.8

万余人。 为确保游客安全， 警方从下

午 6 点起对外滩江堤采取只下不上的

客流管控措施， 同时， 对外滩沿线道

路采取交通管制措施， 禁止车辆驶入。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 日电 （记

者齐中熙） 国庆黄金周出行高峰来临，

铁路、 电力、 民航等部门增加运力投

放 、 加强安全检查 、 细化旅客服务 ，

确保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获悉，10月2日，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

行，预计发送旅客1360万人次，加开旅

客列车909列。 1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713.3万人次，同比增加88.6万人次，增

长5.5%， 创国庆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

历史新高，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本报记者 占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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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推出2800余场文化活动
百余家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免费放映电影130余场

本报讯 （记者李婷） “十一” 黄

金周， 全市各级文化部门精心策划组

织， 为市民推出 2800 余场内容丰富的

文化活动， 全市 100 余家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为在沪过节的务工人员送上免

费电影 130 余场。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时刻，上海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节日期间群众文化生

活，特别是对外来务工人员精神文化生

活的服务保障。据悉，这 2800 余场文化

活动包括演出、展览、电影、讲座、阅读

荐书等等。 放映活动挑选的都是近年

来受到市场欢迎甚至正在热映的影

片 ，这之中 ，包括 《建国大业 》《反贪风

暴》《湄公河行动》《我不是药神》《流浪

地球》《中国机长》等。 文化活动和电影

放映详情可登录市文化和旅游局网站

whlyj.sh.gov.cn、文化上海云、微信“文化

上海”查询。

香山革命纪念馆游客络绎不绝

10 月的香山枫叶初染，新近落成的

香山革命纪念馆成了国庆假期的 “火

红”景点。 自 9 月 13 日正式对外开放以

来，纪念馆游客络绎不绝 ，单日接待游

客数最高超过万人。 记者今日前去探访

该纪念馆， 上午 9 点的开馆时间未到，

馆外早已排起了长龙。

香山革命纪念馆依山而造，林木环

绕，馆内布置了面积 6000 平方米的《为

新中国奠基———中共中央在香山》主题

展览， 800 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图文资

料以及 1200 件文物和档案、 文献以及

纪录片，声情并茂地为观众再现了党中

央在香山停驻期间为新中国诞生奋斗

的光辉历史， 再现革命先辈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的丰功伟绩和绘就新中国蓝

图、奠基新中国的雄伟大业。

共产党人进京“赶考”首站

走进香山革命纪念馆的主场序厅，

映入眼帘的便是正中矗立的“毛泽东同

志在香山”大型铜像，背景油画为《香山

之春》———70 年前， 毛泽东率中共中央

进驻香山， 由此让香山这座拥有近 900

年历史的古老园林，在新中国成立的历

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9 年 3 月 23 日， 毛泽东等中央

领导同志率领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部人员， 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出发时毛泽东笑言这是共产党人进京

赶考的日子，并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决

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

自此，香山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

所在地 ， 老一辈领导人在这里指点江

山、挥斥方遒，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势如破竹之势

夺取全国性胜利。

在长约 900 米的展览参观流线上，

新中国成立前夕至今的广阔历史浓缩

在了一幅幅历史照片 、笔记手稿 、实物

文献之中，在浩大的时间序列里还原具

体而微的历史图景。 展览展出了毛主席

诗词手稿。 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

京》手迹前聚集了一队来自南京的参观

者 ， 有人情不自禁地吟诵 ： “钟山风

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他对记

者说： “短短 70 年， 新中国屹立在世

界东方 ， 走上实现复兴的壮阔道路 ，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撼动 ， 真是 ‘人间

正道是沧桑’！”

展览中，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展品

俯拾皆是：国旗、国徽的设计稿，国歌歌

词拟稿，开国大典上挂过的灯笼 、用过

的礼炮，毛主席从西柏坡进京时乘坐的

同款吉普车等。 在一组武器展柜前，一

位白发老人感慨不已。他说：“我今年 76

岁，60 年前参军。 看到这些‘万国牌’武

器， 看到昨天阅兵式上的大国重器，作

为一名老兵，特别激动和自豪。 ”

重温开国阅兵

多媒体展厅内 ， 灯光渐暗 ， 观众

眼前的玻璃陈列柜上开始呈现开国大

典时的阅兵盛景 ： 恢弘的天安门城楼

前 ， 步履铿锵的步兵 、 整齐划一的骑

兵依次行过 ， 飞机在城楼上空轰鸣盘

旋……生动逼真的全息投影让人体会

到开国大典那一刻国运重振 、 万象更

新的喜悦之情。

此外 ， 展馆首次对外开放了 “西

苑机场阅兵 ” 和 “开国大典 ” 原始影

片 ， 采用 “步入式 ” 的新形式呈现

“人民欢迎解放军进入北京城” 的历史

画面 ， 让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 。 为了

搜集这些影像资料 ， 策展人也颇费了

一番功夫 。 主题策划展陈策划组负责

人李宗远表示 ： “开国大典的时候 ，

苏联派了一个团 ， 有拍彩色照片的 ，

有拍视频的 。 视频资料后来毁掉了 ，

但留下了一些彩色的历史照片 。 这次

我们展出了 4 张开国大典的彩色照片。

另外 ， 这次非常偶然在新影厂找到了

30 秒开国大典的彩色纪录片。”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游客们

纷纷来此追溯红色历史 、 缅怀革命先

辈 。 来自北京的彭先生曾经是一名军

人 ， 今天一早他就来到了香山革命纪

念馆参观 。 “展览非常振奋人心 。 昨

天看了盛大国庆阅兵 ， 今天再看到西

苑机场点兵和开国典礼的影像 ， 很激

动。 经过 70 年的奋斗， 国家的发展达

到了这么高的成就 ， 人民生活的幸福

感大大提升 。 尤其是十八大以后 ， 社

会更加和谐 ， 幸福感和自豪感更加强

烈了 。 不光是我 ， 身边的同事和朋友

也为自己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而骄

傲， 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心。”

今年八十多岁的赵先生则是第二

次来这里参观了 ， 这次他动员全家人

共赴香山 ， 感受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艰

辛历程。 赵先生的外孙女向记者表示：

“姥爷经常教育我们不忘历史， 要时刻

铭记革命先辈的付出 。 我们应该发扬

革命传统、 建设伟大国家。”

（本报北京 10 月 2 日专电）

国庆黄金周，申城各地标景区迎来大客流

香山革命纪念馆内， 观众专心聆听讲解员介绍革命历史。

本报驻京记者 彭丹摄

巡飞
荨昨天下午，

上海市公安局警

务航空队的三架

警用直升机出现

在黄浦江上空，吸

引市民和游客驻

足仰望 。 领航的

H155 警用直升机

下方悬挂着一面

巨大的五星红旗，

迎风飘扬 。 两架

EC-135警用直升

机在后方分列左

右护航，整个机队

呈 “品 ”字形掠过

浦江上空。

本报记者 赵立荣
通讯员 张 磊

摄影报道

值守
荩节日里，外白渡桥、外滩、南京东路、豫园等

沪上著名景区大客流如期而至。 黄浦、虹口等公安

分局组织警力坚守岗位，采取屯兵街面、叠加式巡

逻、定点驻守等方式，提升社会面防控力度，全力确

保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长假。 图为上海

市公安局“百家标兵”称号获得者、黄浦公安交通民

警黄俊在南京东路外滩街口指挥疏导。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影报道

欢笑 荨国庆假期的上海街头， 孩子脸上洋溢着幸福

欢乐的笑容。 本报记者 袁婧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