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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晓清 华东理
工大学理工科专业的王同学，最近
对19舍楼下商户自行搭建的摊位真
是又爱又恨。一方面，点心摊紧挨宿
舍，同学们走几步路，就能买上早
点；但另一方面，摊位旁边放着大垃
圾筒，临近夏日，苍蝇在宿舍楼乱
飞，而从早到晚的叫卖声，也让众多
学生不堪其扰。

学生：
宿舍窗下搭棚严重扰民

据小王介绍，华理商业街位于
校区内，本来和学生宿舍楼有一定
距离。但部分商家将生意不断拓展，
延伸至19舍围栏外。并且，为了经营
方便，他们甚至搭起了简易帐篷，旁
边放着大垃圾筒。由于临近夏日，宿
舍楼内的学生难免会闻到恶臭，苍
蝇乱飞。此外，店家营业从早上一直
到晚上10点多，叫卖声不断，也让人
不堪其扰。

网友“ 露露”在华理后勤保障
处网页也投诉了相关问题，“ 徐汇校
区商业街（ 19舍20舍的中间路段），
现在已经将小商小贩扩张到19舍的
栅栏边，水果皮垃圾堆得到处都是，
已经蔓延到19舍的门口。天气热了
苍蝇漫天飞，恶臭味到处都是。现在
还开了一个臭豆腐的棚子，每天从
旁边经过都要捏着鼻子，而且严重
影响了周围宿舍同学的空气环境。”

其实，类似问题由来已久。就在
去年，网友“ Doublecris”同样在“ 梅
陇客栈”论坛上，投诉商户“ 噪音扰
民”，“ 实在是受不了了，20舍楼下

商业街的店铺每天晚上凌晨12点、
一点，那些买东西的还嘻嘻笑笑，吵
吵闹闹，用手机放音乐。”

小王注意到，前些时候，简易帐
篷如“ 雨后春笋”般紧挨着宿舍楼
一个个“ 冒”了出来。19舍、20舍的
学生买东西，可谓不用出“ 家门”
了。但更多同学对脏、乱、差的环境，
以及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表示不满。
后来经过学校后勤管理处、保卫处
等部门规范、整治，这些天的摊位虽
少了很多，但仍有零星几个摊位像

“ 牛皮癣”一样，赖着不走。

商户：
沿宿舍楼建摊就为招生意

记者昨天上午看到，华理的校
内商业街不长，两三分钟就能走完，
街道一直延伸至宿舍楼。紧挨着华
理19舍围栏外，果然有几个简易帐
篷搭起来的小摊位，有卖鸡蛋饼的，
也有卖绿豆沙的。绿顶帐篷旁边就
是一个大垃圾桶，扫帚横放在地上，
不少苍蝇嗡嗡地乱飞。

据商家透露，搭简易帐篷至宿
舍楼外，主要还是为了招揽生意。此
举无异于“ 送货上门”。部分大学生
懒得多走路，这种沿宿舍楼而建的
摊位很受欢迎。华理研究生刘同学
也认同这种看法，“ 我觉得很便民，
没什么不好。”

不过，住在19、20舍的部分同学
则不堪其扰。“ 小摊位会产生很多
日常垃圾，如今天气热起来，卫生状
况堪忧。做鸡蛋饼的摊位还会产生
油烟，宿舍楼内低楼层的同学或多

或少会受影响。” 一名正巧路过的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生告诉记者，

“ 这些摊位的营业时间，从早上一
直会营业到晚上很晚，‘ 噪音扰民’
不可避免。”

校方：
已下发限期整改通知 收效明显

记者从华理后勤保障处了解
到，学校已经下发了《 徐汇校区商业
街限期整改通知函》，该《 通知函》
向各位经营户明确指出，“ 最近一段
时间，在徐汇校区商业街，出现了占
用人行道设摊、违章搭棚撑伞，超范
围经营加工食品等等违规现象，存
在严重的食品安全和道路安全隐
患，已经严重影响学生的生活和学
校形象。”

按照这份通知，华理要求各位
经营户严格履行合同约定，规范有
序经营，自觉纠正擅自转租转营等
违规行为。经营食品类商品必须证
照齐全，把好食品卫生安全关。对违
反学校管理规定和合同约定，发生
的各类安全事件，由经营户承担全
部的责任。

此外，对于有占用人行道，搭棚
撑伞设摊的经营户，一律限期自行
拆除搭棚，退出所占人行道和马路。
对于跨门经营的，要按照门前“ 三
包”责任制，恢复门前干净整洁。

该通知限令整改最后时限为5
月中旬，其间已有不少商家拆除简
易帐篷。不过，对于时至今日，仍有
零星商户撑伞搭棚的现象，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会加强管理。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上海交
通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大学近日在沪
签 署 全 面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2012—
2022），标志着双方合作办学进入

“ 深水区”。双方合作将从机械、电
子拓展到管理、公共政策、医学、药
学、能源、环境以及人文等领域；除
本科生双学位项目，双方将推出本
硕连读项目，在研究生相关科研领
域推出联合导师。

在2006年，上海交大已与密西
根大学携手设立密西根学院这一办

学“ 特区”，6年多来，领先的模式理
念和成功的合作经验推动双方再次
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开启下一个十
年的跨越式发展。

上海交大密西根学院院长倪军
教授在交出6年来的成绩单时，“ 密
西根模式” 成为全国17所教育改革
试点高校样本。

交大密西根学院毕业生中有
97%进入美国前10名的高校就读研
究生，首批165名毕业生中有70名同
学在密西根大学攻读双学位，平均

学绩达到3.8，远高于密西根大学工
学院3.2的平均水平。

此外，学院设立以来，已经从
1300多名应聘者中挑选了33名全职
教授和讲师，全部的应聘者是北美
和欧洲一流大学和研究所的教授或
博士毕业生，被聘用的教师中6名已
入选国家“ 千人计划”。密西根学院
全部的课程由著名教授来授课。

未来十年，双方将本科生培养
拓展到研究生培养，特别是高层次
博士生培养。

本报讯 实习生 吴嘉川 记者
顾卓敏 “ 同济表情系列T恤开通预
售啦！南北楼、国立柱、毛像、大礼堂、
文远楼、樱花大道。我们希望能将学
校内的风景穿在身上。”日前，同济
大学学生创业团队“ treize设计小
组” 在自己的官方微博上面宣布预
售名为“ 同济表情” 的6款T恤。昨
天，记者在他们的官方淘宝店中看
到，仅开卖4天时间，6款T恤衫已经
售出了200多件。

在小组负责人白一帆同学的眼
中，同济的表情就来自于同济学子们
每天生活的校园中，“ 我们每天走过
的那些建筑、小路，每一个都是同济
的特色，我们的设计师将这些标志性
的地点作了创意处理，推出了这6款
T恤。”

一提到同济大学的标志，樱花是
一定不能少的。“ 樱花大道上竖立着
一块全路段车辆禁止通行的标志，我
们想要把这条路搬上T恤，设计师最
后就选择了这块禁行标志。”小白说
当时曾经网络上流传过一个有意思
的帖子，内容是教网友把同济大学的
樱花拍成“ 日系”风格于是他将这个

“ 全路段车辆禁止通行”的标志作为

这件! 恤的主打图案。
已认购了两件“ 樱花大道”的一

同济学生对这件衣服上的图案赞不
绝口：“ 看到这件T恤图案，一下就想
到了那时候网上那个樱花照变脸日
系风格的事儿。对于我来说，这不仅
是一件T恤，属于同济的故事，是大
学四年的美好回忆。”

据白一帆这四天的观察，在淘宝
官方店铺上售出的! 恤中，“ 樱花大
道”一路领跑。据白一帆介绍，除了樱
花大道，另有“ 南北楼”的古典书架
造型、大礼堂、文远楼、国立柱等不同
款的T恤。“ 当初想要找到同济的105
个表情，做成105款T恤，但由于筹备
时间尚短，先推出这6款给同学们。今
后还会陆续推出其他系列的T恤。”

在设计师眼中，他们期许一种持
续的生命力，“ 创意点亮生活不仅仅
是一个口号。”他们说希望能将自己
的设计和创意传到各高校去，“ 我们
不希望半途而废，现在看来也算是一
个盈利的组织，所以我们也呼吁能有
更多的同学和设计师加入我们，我们
也会把这个品牌做得更好，扩大到更
多的高校，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创
意，感受生活的创意和热情。”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文琼 记者
刘昕璐 当插有SUES（ 上海工程技
术大学）和ifa（ 中法埃菲时装设计师
学院）标志的6层蛋糕在镁光灯下揭
幕时，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中法埃菲时
装设计师学院迎来了她的10岁生日。

暖场视频中一张张往届毕业生

熟悉的脸庞，一下就将在场观众带
入了学院发展的这十年。现场，埃菲
时装设计师学院的2012届毕业生还
以“ 东西方相遇”为主题，精心在世
贸商城时尚中心打造了一场T台秀，
向母校展示了自己设计的优秀时装
作品。

本报讯 实习生 陆凯君 记者
刘昕璐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近日传出
喜讯，高职学院张峰同学获得“ 数控
车工技师”和“ 二级国家职业资格”
的双重证书，成为应技大培养出的第
一位“ 在校大学生技师”，并被人保
局列为“ 高技能紧缺人才”。

张峰来自于江苏东台，是应技大
高职学院09级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的学生，年仅23岁的他已获得“ 数控
车工技师”职业资格证书。

张峰的专业培训老师程老师说：
“ 张峰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在校

学生能拿到技师职业资格证书的，在
全市不会超过5个。普通人通过正常

的考证流程，至少需要工作四五年之
后才能参加技师资格的考试。”

张峰曾在在上海市教委组织的
“ 上海高职院校职业技能竞赛第一

届机械类技能竞赛（ 决赛）”中取得
个人二等奖，为高职学院获得团体二
等奖作出了贡献。

同时在由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教
委、市经信委和市国资委联合举办的
本 市 职 业 技 能 竞 赛 最 高 级 别 赛
事———“ 2011年上海市职业技能竞
赛活动” 市级一类竞赛中获得个人
三等奖，由于成绩突出，直接晋升为
数控车床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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