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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方米的“迷你仓”， 窥见不同人生
晨报记者 荀澄敏
1、2、
3……刻着不同编号的箱子在 ZZ 面前一字
排开，熟练地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号码，插入钥匙、打
开柜门，一气呵成的背后，ZZ 终于又看到了自己心爱
的“手办”。经年累月之下，
迷上“手办”收藏的他家中
已无足够大的空间用来安放爱好，便将目光投向了迷
你仓。
这种从国外流行起来的租仓生活，如今越来越得
到年轻人的追捧。从郊区零星开设的迷你仓，如今在上
海各区都遍地开花，甚至融入了人们的半小时生活圈，
很多人像 ZZ 一样，选择租个迷你仓，或存放过季的衣
物、或安放自己的爱好、或囤积成长的记忆……在小小
的一立方米内，让这些夹杂着各种各样情感的“生活印
迹”以另一种方式被“暂时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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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的兴趣需要足够大的空间来存放时，你会选
择买个更大的房子？还是断舍离的生活？对于生活在一
线城市的追梦人而言，光怪陆离的选择从来不止一种。
他们一面在职场上拼命赚钱提升个人价值，另一面则
在二次元世界里沉迷无法自拔。
ZZ 就是其中之一，来上海打拼了十几年，凭借努
力终于买下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但他却把一整间房
留给了自己的爱好——
—“手办”。“每天都处在高强度
的工作压力下，我既省钱又爱花钱。”ZZ 严格控制每天
三餐的开销，基本都在便利店里解决，但买起“手办”
来却毫不手软。在 ZZ 看来，买“手办”既是爱好、也不
失为一种投资。为此，这些年他陆陆续续在这个爱好
上，投入了上百万。“当我意识到手办开始影响家人生
活的时候，
才不得不开始为他们另寻新‘家’。”五六年
前，在朋友的介绍下，ZZ 跑去郊区看迷你仓。最开始，
ZZ 每周都要利用周末时间去看一下仓库的 ‘手办’，
“主要是想去确认一下是否完好，
毕竟当时仓库门口连
个监控也没有。另外就是把家里的‘手办’和仓库里的

扫码了解详情
进行互换。”对 ZZ 来说，迷你仓摆放的并不是闲置手
办，而是自己每周有空就会摆玩的“爱好”。每周如此
往返四五十公里的路程，却依然让 ZZ 乐此不疲。
不过随着迷你仓的日渐兴起，
他特别想找个离家近
的。小到 0.3 平方米、
大到 100 平方米的仓储面积，
一个
1 立方米的仓库一周的存储价格是 54 元，一个月也就
200 多，
如果长租，价格还可以更便宜——
—ZZ 马上蠢蠢
欲动起来，迅速考察好几家市中心的迷你仓，为了节约
空间成本，
ZZ 发现分层分区的仓库里按照大小不同堆
放不同规格的迷你仓，
每个仓库都是独立空间和独立门
锁，
打开一个小仓库，
里面就是空空的水泥地，用户需要
自己上锁并保管钥匙。看完当即签下租约的 ZZ 超兴
奋，他说，
“这意味着，我开车 10 分钟，就能看到手办
了。”虽然伴随着迷你仓行业的发展，租赁变得越来越
便捷，但 ZZ 直言需要货比三家，
“不少迷你仓都在地
下，
如果防潮防湿、
还有驱虫做得不好，储存的东西就会
发霉受损，
我是绝对不会来放我的‘手办’的。还有些经
营迷你仓的是二房东，再转租给个人，如果二房东的资
金链断裂的话，
那所有的风险都由消费者来承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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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迷你仓最大的客户群是为装修而搬家的人
们，他们把原来房子里的家电、家具暂时存在 “迷你
仓”里，自己租个房过着简单而轻量的生活，三四个月
之后，再把这些家电挪回新家。
一旦使用过这种储存方式，很多人就会习惯再次

专家领航 助力教学 专业成长
—荣乐学前教育集团保教管理组开展龙马幼儿园专场活动
——

价，并指出活动透视出的教师课程理念与实践的问
题予以针对性指导。
专家表示，教师应全面理解角色游戏对幼儿发
展的价值，让孩子成为分享交流的主人；应把握各
个契机重视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并借助集体
活动加强有益的引导；更要关注高低结构活动的有
效链接，重视低结构活动中幼儿经验积累对幼儿成
长发展的重要性。
本次活动中，龙马幼儿园得到了专家的高度认
可。相信在未来，
龙马人将在松江学前教育“雁阵式”
发展新战略的引领下，在荣乐学前教育集团的帮助
下，
在各级专家领导的关爱指导下，
积极探索、
努力实
践、
潜心钻研、
努力攻坚，
为实现创优梦想不懈奋斗。

童心向党 “声”入人心
——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卢湾实验小学开展首届丽园“班班有歌声”活动
2020 年第二学期，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卢湾实验小
学第一次召开“班班有歌声活动”，学生们童心向党，以
动人的歌声、精彩的表演，为校园增添了艺术的色彩。
近日，随着“双减”相关政策落地，学校不断深
化教育评价制度改革，以丰富多彩的课后活动促进
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此次学校以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为契机，组织二至五年级共 32 个班
级以“班班有歌声”的方式共同为祖国献礼。
活动开展前夕，学校确立了活动纲要，
此次活动
将由音乐、
美术教研组联合创新教研形式和内容。
学校音乐教师与专业声乐专家进行探讨，在音
乐学科核心素养的视域下，结合学科课程标准和不
同年级学生学情，确立了本次活动的评价标准——
—
关注音准节奏、声音和谐；形式丰富，表演创新；精
神饱满、
表情自然；
服装整齐、
参演有序。
美术组教师在进行学情及教学任务分析后，对
不同年级美术学科教学内容进行整合与再构，学生
在老师的指导下或绘画、或剪贴，纷纷创作出充满
童趣的个性化海报。最终经过同学们的投票，选出
最具有班级特色的海报在学校楼层中进行展览，表

导师点亮人生路 全员育人共发展
——
—奉贤区洪庙中学举行全员导师制启动仪式

为全面贯彻全员育人 、 全程育人 、 全方位育
人的教育理念 ， 更好地适应素质教育要求 ， 建立
“ 学生人人有导师 、 教师人人是导师 ” 的亲密型师
生关系 ，因材施教 、立德树人 。 近日 ，洪庙中学举
行全员导师制启动仪式 。

2021 年 9 月 27 日 ， 松江区荣乐学前教育
集团莅临龙马幼儿园 ，开展 “专家领航 ，助力成
长 ”为主题的保教管理组专项活动 。 荣乐集团
成员单位园长与教师 、教育学院研训部幼教研
训员及学前教育科教师 、以及结对园教师与见
习教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共同参与活动 。
据了解，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对户外自主游戏的
优化实施、对集体教学活动的设计与组织进行研磨
改进，增强教师对幼儿学习的指导力与引导力，而
进一步提升集团各园所基于《评价指南》背景下对
课程实施质量的思考。
专家团队和姐妹园同行观摩了中大班户外自
主性游戏。大班张婷婷老师组织了角色游戏的交流
分享，与孩子们共同讨论解决游戏中遇到的问题与
困难；接着，中班王慧与王佳琦老师分别展示了科
常活动《有用的条纹》与音乐活动《去郊游》，孩子
们在老师的引导下，
积极讨论、
大胆表现。
展示活动过后，三位教师就集体活动和角色游
戏的组织实施进行了现场反思。专家给予了高度评

使用，有些更是会选择长期使用。
“人是很奇怪的动物，
有很多与记忆相关联的物品，会在扔和不扔之间踌
躇。”刘女士的孩子大学毕业后，选择去国外留学、工
作，
“家里有孩子从出生到现在所有的成长记录，做过
的作业本、卷子、
各种各样的照片……”
刘女士的孩子早已长大成人，把过往成长的纪念
物件也做了整理分类，想扔掉一大半东西，但刘女士却
不舍得，
“现在孩子也不在身边，我想他的时候还能看
看，但全部堆在家里也不合适。”于是，
刘女士带着“记
忆”来到了迷你仓，选择了最小的仓库，一签就是三年，
“如果我三年都不来翻看，等到了时间就全部扔掉。如
果还有念想，
那就继续存着……”
除了像刘女士这样对孩子成长印记如此珍视的父
母之外，还有老年夫妇为了避免睹物思人的伤感，而把
离世老伴的东西存到了迷你仓，这仿佛是把情感长河
里的记忆存在了这里，
“是一种不舍，也是鼓励自己走
出伤感的方式。”
还有无数从全国各地满怀豪情想要在大都市扎根
的年轻人，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暂时回老家，他们也会
选择把自己的东西存到迷你仓，有的是几个月、有的是
几年，他们相信自己一定还会回到这个熟悉的城市，只
不过有些人真的回来了，而有些人则会让工作人员帮
忙把东西快递回老家。因为还有念想、因为还有回忆、
因为还有不舍……随着求学、择业、工作、结婚等人生
阶段的推进，现代人流动化的居住状态催生了中转储
物的需求，此外还有当婚姻关系结束、老人离世等家庭
变化时，
存储也成为一部分人记忆封存的港湾。

演时作为班级铭牌展示在舞台前方。
正副班主任也形成了联盟合力。他们带领学生
前去各分会场练习候场，编排上下场顺序和舞台中
具体每个人的定位；练习在剧场里如何用适应剧场
的音量和状态来演唱，
适应灯光和空间。在表演形式
上，根据各班特色，服装、道具和队形上的设计都各
不相同：
领唱、
领舞、
手语舞、
情景剧……活动得到了
家长们的大力支持，
部分家长更是受邀参与表演，家
校联手，
共同为所有孩子创造了最难忘的表演经历。
此次活动充分展现了“双减”政策下“五育并
举”的实施成效，学校通过组织同唱一首歌、共创海
报的活动，将音乐与美术相融合，将家校联系起来，
搭建了多维度的美育平台，大力提升了班级凝聚力
和荣誉感，
学生也为自己的班集体感到自豪。

学校校长王燕锋宣布洪庙中学全员导师制正
式启动，并为本次活动致辞。她提出，导师要做思想
的引领者、心灵的呵护者、学业的辅导者、生活的指
导者、
家长的合作者，不辜负学生的信任。也希望同
学们享受和谐发展的幸福，体悟校园生活的乐趣，
跟随导师同进步共成长。经过前期的酝酿和准备，
全校建立了导师团队，每位导师撰写自我介绍，向
学生热情推荐自己，政教处精心制作视频介绍，推
送给家长推送给学生，孩子和家长通过视频介绍和
平时的接触了解，他们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老师作为
自己的导师。
启动仪式上，学生代表为导师代表颁发了聘书
并合影留念。导师代表向全校学生表达了关切和鼓
励：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蔚蓝的星空最亮
的是你”“做学生的光”。学生向导师表达感恩和决

心：
“感恩生命中的预见”“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年级分管领导为导师团队
颁发聘书。
九（1）班李晓蕾同学在发言中讲述了对新班
主任陈智伟的印象。她说：
“陈老师在思想上严格要
求，在教学上不遗余力，在课堂上幽默风趣，在生活
上和蔼可亲，在成长道路上指点迷津，我想我是幸
运的，
我们是幸运的。”石勇和朱倩芸老师上台朗诵
《做一个幸福教师》。
启动仪式温馨落幕，而全员导师制的大幕缓缓
拉起。我们相信，在探索与践行全员导师制的过程
中，师生会更加亲密，校园会更加温馨，家校会更加
和谐。全员导师制必将深入人心，让洪庙师生收获
更美好的未来。

小小中国心 浓浓爱国情
——
—记 2021 学年第一学期嘉定区黄家花园幼儿园国庆节活动
“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 中华儿女
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军人的形象伟大且崇高，
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孩子们心中的英雄 。 为庆祝新中
国成立 72 周年及建党百年 ，进一步萌发幼儿的爱国
主义情怀 ，培养幼儿不怕吃苦 、不怕累 、克服困难的
良好品质，黄家花园幼儿园组织开展了一场名为 “中
国梦，我的梦，军旅梦”的主题军事体验活动。

“稍息”“立正”“敬礼”……伴着教官一声
又一声响亮而有力的口号声，一群阳光下的绿色
“小兵”，身着整齐漂亮的迷彩服，一改往日的稚
气，神采奕奕地踏着整齐坚定的步伐来到操场。伴
随着国歌的响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高高
地飘扬在幼儿园的上空。在庄重的升旗仪式下，一
颗颗爱国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悄然
种下。在明媚的阳光下，他们个个整装待发，沉浸
于教官们英姿飒爽的军体拳中。看完教官们的风
采，轮到“小兵们”跃跃欲试了，他们手持手榴弹
精准投掷，挥动手中的旗帜演绎保家卫国的风范，
俨然就是一个个小小解放军。孩子们在教师的带

领下认识国旗、学唱国歌，在这特殊的日子里，孩
子们用自己的行动，用高昂的歌声表达自己对祖
国妈妈真挚的热爱，同时也向祖国妈妈献上最诚
挚的祝福。
国庆活动的开展，让每一个孩子对祖国又有了
新的认识，在表达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祝福的同
时，也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幼儿园作
为孩子接受教育的第一个平台，把握教育契机，给
予幼儿提供更适宜的环境，让孩子们在这样特殊的
日子里感受到别样的爱国情怀。有一种感动叫“中
国红”，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有一种表白叫
“祖国，
我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