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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琪 浦东报道

昨天一大早，阳光灿烂，浦兴，胶东路 555
号，三层的小楼张灯结彩，一群群的老年人满

面欢喜地走进来。家住平度居民区的谈阿姨

穿了件红马甲，非常开心地说：“这商铺荒了五

六年了，给我们老年人正合适！”

原来，这是一栋由于规划问题被法院冻

结的房产，空关了5年多。而周边居民区老年

人口多，给老人服务的场所特别缺。2008年

起，浦兴路街道着手启动闲置房盘活工作，

积极与法院、开发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沟

通协调。后由新区民政局出资，购买并重新

装修了这栋空置房屋，改建成“浦兴为老服

务中心”，向街道范围内40个居民区的老年人

全面开放。

谈阿姨告诉记者：“我家走过来就 10分

钟，中心里可以打牌、聊天、吃饭，真是方

便极了！”谈阿姨报名做了中心里的志愿者，

热心地为第一次来这里的老年朋友服务。“9
月份试运行了两个礼拜，近水楼台先得月，

我们现在可以回报他人了。”

记者了解到，中心今年8月底建成，围绕

“富有成就的银龄生活”的理念，设置了棋牌

室、老友茶餐厅、康护家园、科技驿站、乒

乓运动室等八大常规体验区。中心既为老人

提供日间照料，同时也为老人提供学习、休

闲、健身、娱乐等综合服务。

浦兴路街道民政科负责人透露：“除了

个别项目适当收费外，绝大多数项目实行

免费开放。”在试运营期间，老人平均日流

量在 500 人次左右，最高单日曾突破 700 人

次。“为了使中心运作发挥出更佳效能，中

心采用会员制管理办法。目前，已经有

500 名社区老人免费办理了为老服务中心

会员卡，他们成为了第一批享受为老服务

的人。”

浦兴社区目前有 2万多老年人口，占辖

区总人口的 21.7%，为老服务一直以来都是

浦兴路街道所重视的工作。近年来浦兴路

街道想方设法盘活社会资源，不断完善为

老服务网络。目前东四和金桥湾两个居民

区正在建设 2个新的日托所，此外，另一家

新的敬老院也正在建设之中。届时浦兴社

区的为老服务点将连成片，社区老人将会

得到更多更好的服务。

□马尚平

大站车、区间车、调头车，这些久违了的公

交调度方式，有望再次回归到上海的公交系

统。上海巴士集团负责人日前表示，该集团所

属的17条线路，正在试点通过上述调度的模

式，缓解重点车站高峰时段的乘车矛盾。

这一对策基于对现状的分析：这17条线

路分布在龙吴路龙瑞路、沪太路华阴路、大连

路长阳路、江湾镇这四个区域内，这些地方公

交站点多线路聚集、高峰时段客流聚集量

大。对此，上海巴士集团采取增加区间车、放

大站车、调头车、绕过拥堵路段空车上客等灵

活多样的调度形式，可以进一步缓解乘车供

求矛盾。

我们倡导公交优先，调度问题就显得尤

为重要。人们坐上拥挤不堪的公交车，或者

在站点翘首以盼的时候，本能地埋怨是公交

车太少，但实际上还是“运力”的问题，即有

限的车辆所能发挥的载客能力。乘客的等

候时间适度、车辆的载客比率合理、高峰与

低谷期间的动态分配，都是城市交通管理的

学问。新的调度手段当然在不断问世，比如

基于全球定位系统（GPS）的智能调度等等。

但我们也应看到，一些被实践证明适合当时

当地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都是可以用来参考

借鉴，乃至“老兵新上场”的。一言以蔽之，

办法的“新”与“旧”是相对的，检验的标准

是能否解决当下的问题，是否符合事物内

在的规律。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对目前的公交

运力问题再进行优化，以期达到一个最佳平

衡点：让有限的车辆及时高效地为更多人服

务，同时，还能在不增加过多成本的前提下，

让公交运营部门也能自如运作，不至于为低

谷时段的“溢出成本”捉襟见肘。

老办法也能解决新问题
直言堂■本报记者 符佳 通讯员 蔡贡民 邵弘毅

10月 16日，“2012年全国中国画作品展

览”终评在高东镇举行。由中国美协聘请的

16 位评委对初选入围的 645 件作品进行认

真、公平、公正的评选，共评定入选作品 300
件，其中优秀作品60件。这些作品将于今年

12月，走进上海中华艺术宫展出，并由上海

人民美术出版社结集出版画册。

此次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市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

办，上海书画院浦东分院、浦东新区高东镇

人民政府承办，是一年一度的检阅中国画

创作最高水准的全国性展览。该展览馆从

今年 1 月起公开征稿，共收到应征作品

4800件。

300件佳作入选
全国中国画作品展

■本报记者 孙晓玲 浦东报道

作为上海科技馆的自然分馆，上海自然

博物馆的地面建筑初现轮廓的同时，内部布

展也悄然进行。记者 10月 16日从上海科技

馆与南非豪登省政府、金山大学的合作签约

仪式上了解到，计划于 2014年开馆的上海自

然博物馆将开设非洲临时展，展示来自南非

的世界最早人类化石。参观者还可以通过虚

拟实验室，实时观看“人类摇篮”的发掘现场。

非洲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位于南非豪

登省境内正在发掘中的“人类摇篮”遗址，更

是出土了被喻为“人类祖先”的南方古猿源泉

种“Koroba”（南非塞索托语，译为“答案”），吸

引了众多科学家前去研究人类的起源。迄

今，南非豪登省已向上海科技馆捐赠了包括

“Koroba”复制品在内的珍贵化石复制品。根

据双方协议，豪登省将协助上海自然博物馆

在开馆时举办非洲临时展，展示南非的古人

类化石等。同时，一个虚拟实验室也有望设

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内，参观者可以在此实时

看到“人类摇篮”遗址的发掘现场，甚至可以

与现场的科学家对话。

据上海科技馆副馆长金建敏介绍，三方

的合作还包括人员的互派，展览的互办等。

此外，上海科技馆的影视制作团队计划在南

非选址，拍摄4D科普影片。

上海自然博物馆筹设非洲临时展

人类起源地将与申城“面对面”

□本报记者 徐网林 摄影报道

上海市第一届市民运动会“解放日报杯”

乒乓球比赛浦东新区乒乓球分区赛，10月14
日在北蔡镇新云台中学体育馆举行。

本次比赛由上海市体育局、市总工会、市

体育总会主办，浦东新区体育总会、浦东新区

乒乓球协会、北蔡镇人民政府承办，来自新区

机关、委、局、办、街镇以及学校企事业单位等

16支代表团队参赛。

本次比赛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和男女

混合团体三个项目。经过一天的竞赛，获得

前三名的运动员将代表浦东新区参加“解放

日报杯”乒乓球比赛总决赛。

图为选手们在激烈对决中。

“解放日报杯”乒乓赛
浦东分区赛举行

闲置商铺“改装”浦兴老人得益
已有500人成为“为老服务中心”会员

10月17日，高行城管分队在高行镇正
式启动“进社区”机制，并分别与高西村村
委、银杏苑居委签订“进社区”协议。

城管队员将深入社区，当好社区的监察
员、宣传员、协调员和服务员，与村委、居委、
物业及小区居民加强互动联动，早发现、早
制止、早处置小区内的占路设摊、违法搭建
等各类违法违规现象。

图为高行城管分队队员与社区志愿者
对商贩进行法规宣传。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通讯员 邱海嵩/文

高行——

城管分队“进社区”

■本报记者 张琪 通讯员 张婴婷

坐在南码头市民中心的智慧社区体验

中心，手臂、脚踝夹上感应器，马上就能知

道自己当时的心率、血压、血氧含量、心电

图……所有数据同时上传至东方医院以及

你的家庭医生……这样的生活就是南码头

居民的明天。

10月17日，南码头智慧社区示范体验中

心揭幕，南码头社区与东方医院合作“无线医

疗”项目同时签约。家住临沂七村的84岁独

居老人华阿姨体验了一把“无线医疗”，东方

医院派来的专家周继人当场分析：“您的血氧

含量在正常范围内，挺不错！”如果血氧含量

低于 94，就要提防中风发生了。华阿姨笑着

接口：“我家今年6月份就装了‘智能居家宝’，

9月底我出去旅游两天，忘了关‘居家宝’，结

果他立即报警，把我家里人都叫来了！”

家中无人，小偷来了会报警，燃气泄露

也会报警；在家一个电话，社区服务平台就

能帮你缴费、买菜、修家电……南码头智慧

社区建设可概括为“2+6任务”：光网、无线两

大基础设施体系，以及包括居家安全、社区

平安等六大高效惠民信息工程。据悉，这个

中心将安排工作人员指导居民进行网上办

事、网上查询、网上就医、网上订票等体验。

南码头——

智慧社区可体验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近日，康桥镇城市综合管理中心正式揭

牌。综管中心整合了康桥、横沔两个派出所

的监控资源，以实现对整个康桥镇区城市管

理的及时、有效。

执法人员可在康桥镇城市综合管理中

心通过观看监控图像发现违章现象，利用喇

叭远程呼叫劝阻，对不整改的，指派执法力

量快速前往处理。康桥城管、公安、工商、食

药监等职能部门将整合力量执法，由公安、

交警、联防队、城管、规土、市容协管、保安等

部门派驻中心组成 4个执法大队，以秀沿路

周园路为界，分区管辖。

据悉，综管中心将发挥发现及时、指挥

集中、资源整合、快速机动等特性，确保康桥

镇的市容环境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

康桥——

城市综管中心揭牌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10月18日，为期一个月的上海滨江森林

公园柑橘园采摘节开幕。目前，园内40多亩

柑橘园已是硕果累累，满园金黄。

上海滨江森林公园是沪上公园里唯一开

辟生态无公害橘园、可供市民体验亲手采摘

硕果的公园，开园以来已连续几年向游客开

放采摘。今年，公园在柑橘产量上下功夫，邀

请长兴岛柑橘种植专家进行养植，运用科学

的整枝、追肥等技术，特别是在橘树成长的过

程中追加有机肥，确保柑橘绿色无公害。

今年公园的橘树座果十分理想，果型适

宜、皮薄汁多，加上上海连续无雨，日照强烈，

使柑橘的口感均比往年好。园方介绍，今年

柑橘产量估计在 70吨左右，较上年增长 30%
至 40%，成熟期也提前了 10天左右。园方还

为游客准备了剪刀、篮子和采摘袋，以方便游

客采摘柑橘。

滨江森林公园
柑橘采摘节开幕

■见习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从 10月 16日起，作为原世博中国馆的

镇馆之宝——电子版《清明上河图》正式对

外开放。市民游客可在预约中华艺术宫免

费门票时，根据喜好选择预定参观项目，收

费标准为普通票20元，半价票10元。

据工作人员透露，电子版清明上河图的

再次亮相，明显带动了整个中华艺术宫的人

气。家住普陀区的李先生当天特地抽空前

来一睹电子版《清明上河图》，他表示自己一

直都对艺术活动很感兴趣，和国庆期间相

比，现在观展的人比较少，收费项目也少了，

正是参观的好时机。同样，在浦东工作的林

女士已经是第二次前来参观电子版《清明上

河图》，她说：“世博会时看完念念不忘，科技

让画产生了动感，当你近看的时候感觉身临

其境，妙不可言。”

据悉，电子版《清明上河图》并非单纯的

《清明上河图》放大动画版，而是通过将原作

面积放大700多倍，并经宋史及各方专家仔细

研究及认可后加工整理而成。因而电子版

《清明上河图》含有很大的创作成分，与原作

相比，电子版人物从814个增加到1068个，所

有人物穿戴服饰及行为均有根有据，更加丰

满地呈现出当时开封府的繁华热闹及文明发

展程度。据悉，电子版《清明上河图》将“永

驻”中华艺术宫。

中华艺术宫电子版
《清明上河图》开放

老人在为老服务中心里体验按摩椅带来的舒适。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一边是城市里寸土寸金，老人连晒太

阳的地方都难找；一边是空置的房屋——

闲置的售楼处、出租成绩不佳的商业用

房、产权不清的厂房……貌似简单的加法

就可以完成资源互补。然而，谁来做？谁

来“拉郎配”？正是体现基层政府执政能力

的契机。

从需求出发，你就会发现手头还有那么

多资源——当然，资源背后就是很多障碍，

需要智慧地逾越。比如浦兴的这个为老服务

中心，涉及到产权问题，涉及到资金问题，

街道不是经济实体，自己不会有这么一大笔

钱；街道也不是相应的职能单位，无权

“管”空置的房屋。然而，街道有一双“看不

见的手”，即人民的需求。正是顺应这一需

求，浦兴路街道主动“揽活”，把各种资源和

需求融合起来，把服务做大、做强。由此可

见，“融资”更是“融心”。

记者手记

街道“融资”更“融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