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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34 566 7, 8
9: 昨天下午2点多，四平路国权路

口发生一起车祸，一土方车把一骑电

瓶车女子撞倒，电瓶车被碾得不成形，

而该女子则躺在血泊中不省人事。

昨天下午2点43分，一位叫“ 圆

咕噜妹妹”的网友在其微博上发布了

一条消息，称四平路国权路口发生一

起车祸，“ 一土方车把一骑电瓶车女

子撞倒，并从女子身上碾压而过。”

据该网友介绍，她途经事发现场

时看到骑车女子躺在土方车下，身

体位于车头和车厢两个轮胎之间，

而一名男子正为其撑着伞以遮蔽午

后炙热的骄阳。同时，周边围观的群

众纷纷打电话报警。没过多久警察

和消防赶到，开始处理现场。经过青

年报记者了解，撑伞男子正是肇事

司机本人。

据该网友介绍，当时土方车正

沿南向北行驶，在路口向右小转弯

时，撞上了右侧的电瓶车。目前，关

于车祸发生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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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7, 89: 前天上

午，奉贤区庄行镇邬桥社区汇南小区

一窨井内发现一具小孩尸体，目前警

方已介入调查。

据目击者介绍，前天上午1 0点不

到，有人打开窨井盖后发现井内竟漂

浮着一具小孩的尸体。公安、消防部

门接报后，立即赶赴现场。消防队员

顺着梯子爬入井底，由于在水中浸泡

时间过长，尸体打捞出来时已经面目

全非，只能从孩子生前穿着的衣服辨

认身份。

知情人士称，5月1 9日的下午，曾

有一名2岁左右的女孩在汇南小区90

号前的草地上玩耍，“ 她妈妈进屋叫

孩子爸爸，回来时就发现孩子不见

了，至今没有消息，家人便在网上发

布寻人启事。”而在前天，这名女孩的

家长来到事发地，看到打捞出来的衣

服，表示与女儿生前所穿的衣服大致

吻合。

据了解，法医将通过技术手段确

认孩子具体的死亡时间和身份。目

前，此事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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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Z [\] 8月2日，一艘长333米、

宽60米、型深30.5米，载重吨31 .9万吨

的超大型新加坡籍油轮“ LONG HU

SAN”在长江口以东约60海里处海域，

主机发生故障，船上27名船员随船遇

险。经过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专业

救助船“ 东海救1 01 ”轮和“ 东海救

1 1 1 ”轮全力拖救，遇险船舶及随船

人员安全获救。该船不仅是东海救助

局建局以来救助的最大吨位的遇险

船舶，也是长江口海域有史以来遇险

的最大油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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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60多年前，杭州办了两

次画展，唯独丰子恺先生的画被人偷

去了。丰老得知后，登报寻画补题款，

感谢窃画人的宠爱之心，称其为知

己，并召请对方见面，“ 愿为补题上

款。”一时传为佳话。

60多年后，丰老的后人也遭遇相

似经历：放置在陕西南路丰子恺旧居

的三册民国时期《 护生画集》、六册

再版《 护生画集》、幼女丰一吟的书

法真迹以及几十套样品书签不翼而

飞。三楼空荡荡的玻璃展柜里，取而

代之的是一封“ 灵魂讣告”。丰老的

外孙杨子耘希望能感化一时的犯浑

者，“ 外公曾说过，‘ 爱我画的人都是

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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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南路39弄93号一幢闹中取

静的西班牙式连体别墅，是著名画

家、翻译家、散文家丰子恺先生最后

定居且居住时间最久的地方，因二楼

阳台有东南、西南两扇天窗，丰老为

之取名为“ 日月楼”。1 975年丰老去

世后，家人陆续搬出日月楼。2008年，

丰老的后人重新置换回二、三楼的租

赁权，修旧如旧。201 0年起，日月楼以

民办博物馆的方式对外免费开放，成

为“ 民办公助”的典范。

日月楼每周开放5天，由丰老的

后人负责打理、看管。昨天上午，记者

在日月楼的篱笆外按响门铃，丰老的

外孙媳妇乐岚女士为记者开了门。

昨天正逢丰老的外孙杨子耘先

生值班，他指着挂在二楼墙上的全家

福告诉青年报记者，“ 外公有七个子

女，第三代人更多，一人值一天班，一

天有两人值班。”

在六月初的某个开放日，丰老后

人发现，原本陈列在三楼玻璃展柜内

的三册《 护生画集》不翼而飞。“ 玻璃

展柜原本是用硅胶黏牢的，展柜上了

锁，结果被人强行掰开，可能是用小

刀割开的。”杨先生带青年报记者来

到三楼，介绍道：“ 这三册《 护生画

集》是民国时期的版本。”相比一千

多元的经济价值，它们的收藏价值更

是无与伦比。

这已不是日月楼第一次遭窃。除

了三册民国版本的《 护生画集》，原

本放在小圆桌上的一套价值1 08元的

现代版本《 护生画集》（ 共6册）、挂

在隔壁房间墙壁上的幼女丰一吟书

法真迹也不见了，就连几十套区区5

元钱的样品书签也被人顺手牵羊。

lmnopqrstuvw,
民国版本《 护生画集》失踪后，

玻璃展柜里取而代之的是一封“ 灵魂

讣告”。竖行字体，从右向左，由上至

下，细细读来颇耐人寻味：“ ⋯⋯大凡

来旧居参观者，登上三楼护生画集史

料室，系为了探究人生的究竟，灵魂

的来源，宇宙的根本，满足‘ 人生欲’

的⋯⋯”

杨先生告诉青年报记者，三楼为

游客提供了互动平台，让游客坐着看

书赏字，“ 因此并没有派人在三楼看

管，不愿打扰游客的自由空间。”而此

番失窃后，丰家尚没报警。“ 日月楼宣

传的是外公的作品和思想，我们要用

宽容的心态对待窃画人。”

杨先生强调，事实上，偷窃行为

只是极小概率的事件，家人对大部分

游客心怀感激，“ 大家参观时很文明，

以前还有个游客给了我们500元不留

名。我们怀着开放的心态迎接游客，

没安装监控探头，也没有设置一米线

拒游客于线外。”而此次之所以选择

发布“ 灵魂讣告”，是受到丰老的启

发，“ 外公曾说过，‘ 爱丰子恺我画的

人都是好人’。”

不过，为了杜绝失窃现象再次发

生，丰老后人不得不考虑向文物局提

交申请安装监控探头。“ 等安保设施

完善后，我们会考虑把外公的手迹等

更多更具价值的物品展示出来。”杨

先生说。

丰子恺旧居多件展品不翼而飞 一封“ 灵魂讣告”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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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旧居面积不足80平米，分

成两层楼，平日由丰老后人和志愿者

共同看管，热心地为游客解说。丰老

后人几次三番向志愿者表示感激：

“ 有大学生，有白领，他们都很热

情，。”有时，上海本地的游客在离开

时，会自告奋勇当志愿者，丰老后人

表示好意心领了，但日月楼面积有

限，并不需要过多看管人员，“ 我们不

想让游客产生被监视的拘束感。”

相比志愿者，日月楼更需要专业

维修人员的帮助。近年来，凡是电器

用品坏了，都是由丰老的外孙宋雪君

修理，而宋先生今年已66岁了，修理

电线电路时力不从心。“ 叫修理工上

门动辄上百元，我能坚持就坚持吧。”

宋先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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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丰老的外孙宋雪君先生介绍，

入夏以来，日月楼每月开销在6000到

7000元之间，“ 主要是用电厉害，二楼

空调一直开着。”

作为“ 民办公助”的典型代表，

丰子恺旧居在去年和前年均得到了

政府补贴。青年报记者查阅相关资

料得知，上海围绕“ 资金扶持”和

“ 业务能力提升”两大核心内容，曾

推出过1000万元“ 民办博物馆扶持

资金”。

除了依靠政府支持，民办艺术场

馆也在谋求自力更生的途径。以丰子

恺旧居为例，宋先生介绍：“ 我们还卖

一些丰子恺绘画、书籍、衍生纪念品，

也能获得一定收入。因此，维持日月

楼开放的难度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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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足够的资金和人手，并不

意味着民办艺术场馆就能发展得一

帆风顺。如果没有社区、邻里的支

持，民办艺术场馆的生存将艰难许

多。

作为少数开设在居民住宅区的

民办艺术场馆，丰子恺旧居开放之

初，曾被质疑将影响楼内其他居民的

日常生活。如今几年过去了，当青年

报记者跟随游客们一同探访时，从按

下门铃到上二楼，期间大家都轻手轻

脚的，没人在楼道公用区域大肆喧

哗，也没人冒闯私人房屋。

宋雪君先生坦言，起初确实有邻

居反映受到了打扰，后来我们多加留

意，尽量不扰民，“ 取得了邻里的支持

后，现在大家的关系缓和了许多。”

如何爱护民办艺术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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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怀着
开放的心态迎接
游客，没安装监
控探头，也没有
设置一米线拒游
客于线外。而此
次之所以选择发
布“ 灵魂讣告”，
是受到丰老的启
发，外公曾说过，

‘ 爱丰子恺我画
的 人 都 是 好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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