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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7月28日，芦恒路综合客运交通枢纽

正式投入运营，浦东上南公交576路、955
路、1034 路、浦江 4 路、772 路等 5 条线路

率先入驻，进一步方便三林大型保障房基

地居民出行。

芦恒路综合客运枢纽是三林保障房

基地配套的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为三林保

障房基地、浦东三林和闵行浦江镇等地区

的居民提供地面公交、地铁、出租车和

“P+R”停车换乘等服务。公交线路的率

先入驻，有效解决了三林大居8万多居民

出行难题，充分体现了“浦东公交让市民

出行更便捷”的使命。

该枢纽共有 4 层，建设用地面积约

2.7 万平方米，主要包括 5 大功能：轨道

交通 8 号线芦恒路站换乘大厅、6 条公

交线路首末站、500 个“P+R”机动车停

车位、90 个配建机动车停车位以及其他

相关的公交配套设施和便民配套服务

设施。

浦东上南公交积极打造芦恒路“设施

现代化、路线品牌化、管理智能化、服务人

性化”公交枢纽站，综合考虑内外交通衔

接、周边配套设施等各类因素，使线路布

局更科学合理，服务管理更现代智能。

据了解，为配合芦恒路枢纽站启用，

955路、1034路、浦江4路于7月26日首班

车起调整走向，576路、772路于 7月 28日

起调整。这些线路的延伸入驻，进一步方

便了三林大居居民前往外滩、打浦路商

圈、瑞金医院及上海火车站等地。下阶

段，浦东上南公交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

进一步调整运能，并新辟两条线路，为乘

客提供高效、便捷的出行服务。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昨天，由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

心、世纪公园、平顶山学院、上海梅氏永兴

堂陶瓷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小瓷语·大世

界”暨平顶山学院陶瓷学院师生作品专题

展在世纪公园开幕。

此次作品展汇集了 56名师生的百余

件陶瓷艺术作品。作品题材丰富，既有器

型奇异、源于古法的传统瓶尊，又有极具当

代个性的现代陶艺造型，反映了中原陶瓷

异彩纷呈的文化气象，其中包括获得“中国

陶瓷艺术大展暨第十届全国陶瓷设计创新

评比”金奖的《布袋系列之八》等作品。

平顶山是中国五大官窑之首汝瓷的

产地，学院依托地缘优势，在陶瓷研究与

教育领域精心耕耘，建成了中原古陶瓷传

承创新与教学实验中心和平顶山学院陶

瓷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学院教师作

品也先后获得国家级奖励 10 余项，省部

级奖励百余项，专利20余项。

■通讯员 米杨军 记者 张敏

10年里，三任片警始终牵挂着一件人

口失踪报案。 近日，一对失散近 10年的

父女终于在上海团聚。

2007年 9月 6日，陈某到浦东周浦派

出所报案称：9月 3日自己的一位远亲妹

妹从周南村一鞋厂宿舍出走至今未归，只

知道她姓熊，而且家属一直联系不上。

这份不完整的报案材料到了时任社

区民警唐卫东手中，让他一时无从下手。

一则当时熊某所居住的地区通讯滞后，二

来报案人陈某与熊某系远亲，能提供的信

息少之又少。老唐曾多次尝试与熊某的

家属联系，但没有任何回应。老唐一边继

续调阅监控录像寻找线索，另外向熊某户

籍地公安机关发函请求协助，但都没有找

到有效线索。

2008年 6月某天，老唐获取了一条消

息，有一位熊姓老人曾到过周南村鞋厂找

女儿。可当老唐赶过去的时候，老人已经

离开。这次的擦肩而过，让老唐心有不甘。

2012年民警王国强接任老唐的管辖

区。此时，该条失踪人员信息已经被老唐

更新了多次，老王耐心地将线索一条条梳

理，逐渐拼凑出了一条相对完整的信息，

失踪人员：熊某某、女、1984年出生、黔籍、

聋哑人，其父母目前在广东某地打工，但

没有联系方式。此后，王国强继续关注着

事件的进展。

2014 年 11 月，王国强从户籍地公安

机关获知，熊某某的父亲曾经回过老家，

说明其父母健在，得知老人寻亲 7年一直

没有放弃，此事更加坚定了民警寻找失踪

人员的决心。就这样，又一年过去了，此

时年轻民警王佳荣成了该辖区的新一任

社区警长，接力棒传到了他的手里。

今年 6月，小王在一次失踪人员信息

核对时，接到贵州省夹石镇派出所的来

电，称熊某某的父亲回到老家，并且留下

了联系方式。小王马上联系到寻女 10年

的熊父。经过了解，熊父育有三女，已故

两人，唯独留下小女儿熊某某，她是一名

聋哑人。老夫妇俩常年在广东地区打工，

小女失踪后多方寻找未果，但是始终没有

放弃。当地公安机关采集了两位老人的

DNA血样并寄到上海进行比对。很快一

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民警在信息库中

找到与该血样符合者，系一名 31 岁左右

的聋哑女子，现正在江苏省一救助站内。

小王立即联系该救助站，与工作人员进行

确认，并拍摄了女子的近照，传给贵州公

安机关核对。终于，熊父见到了失散 10
年的女儿。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继申崇六线B线、申崇二线（区间）实

施共营、推行属地化管理模式之后，昨天

起，浦东金高公交与崇明巴士公交再次联

手合作，共同经营连接浦东和崇明的申崇

六线、申崇二线、申崇四线、申崇四线（区

间）其余 4条申崇线，进一步推行属地化

管理新模式。至此，连接浦东与崇明的 6
条申崇线已全部实施由两家公交企业共

同经营的管理模式。

2011年12月1日申崇六线B线开通，

开启了浦东金高公交和崇明巴士公交共

营模式。2015年 2月 10日，申崇二线（区

间）开通后同样采用了共同经营的模式。

经过两个公交企业长期合作和协同管理，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尤其在确保属地

线路营运服务供应方面积累了一套可复

制、可推广的管理经验。

记者了解到，共同经营的管理模式是

指同一条公交线，公交企业双方各自负责

本地发出的班车，以确保车辆在客流高峰

等情况下的班次准点率。而一旦遇到节

假日等特殊时期，双方可以相互支援，以

免出现大客流积压站点的问题。

此外，申崇线实施共营、推行属地化

管理模式后，也将提升金高公交与崇明

巴士两家公交企业的行业竞争力。申崇

线的共营不仅可以加强两家公司员工的

沟通交流，降低安全风险，还可以节约营

运成本，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也间接为企业的经营拓宽思路、积聚力

量。

为确保申崇六线、申崇二线、申崇四

线、申崇四线（区间）共营方案的顺利实

施，5月到7月期间，金高公交公司和崇明

巴士公司就线路共营方案多次召开专题

沟通、协调会议，最终达成共识，并于7月

20 日签署了共营协议。目前，双方已完

成员工劳动关系转移、营运业务安排、站

点资产清理，包括计划时刻表对接，故障

救援方案、高峰支援预案确定等前期准备

工作。

据了解，申崇六线、二线、四线、四线

（区间）实施共营模式后，线路始末站、首

末班时间、票价、时刻表、配车数等维持不

变。

为方便崇明长兴岛地区、浦东外高桥

等地居民出行，申崇四线（区间）于昨天起

正式开通运营。至此，五洲大道公交枢纽

站已有申崇六线、申崇六线B线、申崇二

线（区间）4条申崇线直达崇明的南门、堡

镇、陈家镇、长兴岛公交汽车站，将极大方

便崇明与浦东两地的市民出行。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日前，由浦东新区科协主办、浦东新

区物理学会承办的浦东科技沙龙活动在

祝桥镇文化活动中心举行。此次科技沙

龙的主题是“物理学课程核心素养大讨

论”。

参加此次沙龙活动的物理学会会员

都是从事物理教学的中学教师。为增强

此次活动的学术性，物理学会还特邀了上

海市教委教研室主任作为活动嘉宾，对现

场会员的发言和提出的观点做点评。沙

龙活动现场，物理学会负责人作了题为

“物理学课程最重要的核心思想是知识还

是实践”的主旨发言。随后，与会者就此

发言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反驳，继而阐述

了“物理学课程应更注重实验研究”的观

点。

据悉，浦东科技沙龙活动与各学会会

员的业务工作紧密结合，旨在为各学会会

员提供交流思想的平台，扩大知识面，锻

炼会员思维、逻辑以及语言组织能力，进

一步培养和提升会员的学术思维和学术

习惯。

■本报记者 蔡丽萍 浦东报道

近日，2016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

在世纪公园启动，60余名医生、专家共同

指导市民科学健身，奥运康复团队还为市

民进行专业运动测试。

当天，60余名来自中医药大学附属

岳阳医院、中山医院、华山医院、上海体育

科学研究所、上海体育学院等单位的专

家、医生参与现场咨询，为市民提供高血

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及肥胖等慢性病的

体育锻炼建议。多家医院在活动现场展

示特色拳操运动，包括中医药大学附属龙

华医院的十二字养生功、曙光医院的中医

呼吸养生操、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五行

健骨操、练功十八法、八段锦及太极拳等，

对慢性病防治具有一定效果。

体科所体能康复团队还为市民进行

专业的功能性运动测试评价、体能训练和

康复治疗，让市民找到健身短板，并体验

顶级服务。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康复团队

平时主要为专业运动员、运动队服务，还

为国家队做奥运保障。他们之中，除了来

自上海体科所的工作人员，还有不少外籍

体育运动康复专家。

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质研究与健

康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刘欣表示，现在

上海有数百万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老百

姓的运动热情越来越高，但潜在的风险也

随之加大。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

高强度的运动锻炼，尤其是慢性病患者，

应该先由医生把关，再进行锻炼。如今，

脂肪肝、肥胖、血脂异常等老年病越来越

多地发生在年轻人身上。研究证明，通过

科学的锻炼，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每日可

以减少药量。而对于健康人群来说，运动

最重要的意义则在于预防疾病。

本次主题活动由市体育局和市卫计

委共同主办，以“慢性病综合防控”、“运动

伤害防治”为主要内容，积极整合体育、卫

生等资源，开展现场咨询、体质测定、慢性

病运动成果展示等互动活动。

芦恒路综合客运交通枢纽投运
浦东上南公交5条公交线路率先入驻

1、955路延伸：自秣陵路起循原线至

济阳路、浦星公路、懿行路、三彩路进枢纽

站，增设济阳路凌兆路、浦星公路红临路

（双向）、懿行路三彩路（下行）、芦恒路枢

纽站。首末班车时间：上海火车站（南广

场）5:20-23:30，芦恒路枢纽站 4:55-23:

25。

2、1034路延伸：自懿行路起循原线

至三彩路进枢纽站，增设芦恒路枢纽站。

首末班车时间：懿行路和炯路 6：30-21:

20，芦恒路枢纽站6:40-21:30。

3、浦江4路延伸：自江龙路起循原线

至浦星公路、懿行路、三彩路进枢纽站，增

设芦恒路枢纽站。首末班车时间：芦恒路

枢 纽 站 6:00-22:00，江 龙 路 浦 申 路 6:

00-22:00。

4、576路延伸：自曲阳路起循原线至

三林路、长清路、长清路桥、三鲁路、懿行

路、三彩路进枢纽站，增设三林路灵岩南

路（上行）、长清路三林路、三鲁路懿行路、

懿行路三舒路，撤销长清路凌兆路、灵岩

南路凌兆路，线路延伸至芦恒路公交枢纽

站。首末班车时间：芦恒路枢纽站 5：

20-22:30，曲阳路玉田路5:30-23:00。

5、772路优化调整：自三鲁公路起循

原线至三鲁路、懿行路、三彩路进枢纽站，

撤销红旗、上浦路济阳路、凌兆路灵岩南

路等站点，增设懿行路三舒路站。首末班

车时间：芦恒路枢纽站 6:00-21:15，鲁汇

6:00-21:00。

首批入驻的5条线路

6条申崇线实施共营模式
连接浦东与崇明的公交全部属地化管理

区科协举办科技沙龙活动
讨论物理学课程核心素养

世纪公园举行陶瓷作品展

三任片警坚持不懈帮助老人寻亲
一对失散多年的父女在上海团聚

2016“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启动

医生专家共同指导市民科学健身

“小瓷语·大世界”陶瓷作品展昨起在世纪公园开幕。 □徐网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