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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16“浦东有戏”戏曲大荟萃交流汇演金桥专场举行。本次活动由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指导，金桥镇文化服务中
心主办，花木、洋泾、浦兴、高行、合庆、唐镇、曹路文化中心承办。由金桥镇文化中心表演的沪剧《芦荡火种》选段拉开了演出的序
幕，京剧、越剧、淮剧、豫剧、黄梅戏等剧种好戏连台，尤其是红色经典沪剧《王孝和》等曲目，赢得了阵阵掌声。

□徐网林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浦东报道

上海二十一世纪民生美术馆（M21）
近日一改如同白色“编织袋”般的外观，

披上了五彩缤纷的糖果色。作为M21
本年度规模最大的展览，“谷文达：西游

记”艺术展集中呈现了300多件作品，包

括置于美术馆外墙，由两万多个灯笼组

成的艺术装置《天堂红灯|上海站》。该

展也成为艺术家谷文达在旅居海外多

年后，回到家乡上海开展的一次艺术生

涯总结。

谷文达是建国后第一个在海外举

办个展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上世纪 70
年代末至今，他在近40个国家和地区举

办并参与各类展览百余场，作品被收录

在世界美术史书籍及教科书内。在此

次展出的 300多件作品中，分三个部分

系统呈现了谷文达“西游”途中的艺术

历程：一是1981年至1987年超现实水墨

绘画、水墨行为艺术和水墨装置；二是

在移居美国后，他以“造字”为核心，创

作了一系列文字图像水墨画、水墨装置

和行为艺术作品；三是从《天堂红灯|上
海站》以及围绕此装置的行为艺术作品

《天堂红灯上的签语未来》，传达出谷文

达关于“全主义艺术”的新概念。

据悉，《天堂红灯|上海站》中包括

两万多枚印有“笑对世界”的金色灯笼，

另有八种颜色的灯笼点缀其中，外观寓

意着黎明时分的黄金时刻。而在这一

装置搭建之前，谷文达邀请学生及社会

各界人士在灯笼表面写上对未来的憧

憬和希望，这一行为艺术就被称为“签

语未来”。“‘全主义艺术’就是将观众与

当代艺术、艺术互动、公共教育视为一

体。艺术家也从过去全能的艺术创作

主体，转换为多元协作的把控者。”谷文

达介绍，展览落幕后，这些灯笼就会被

返还给签语活动的参与者。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明年2月15日。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随着市委“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

建设”一号课题的落实，新区网格中心

开发运维科科长潘志良的工作重心也发

生了变化。

原先，潘志良和同事们主要负责新

区网格化信息系统的建设和维护，属于

“幕后”英雄，随着新区网格化管理转型

发展，潘志良走到了台前，制定未来网格

化管理总体政策，这是一项系统性的工

程，为此，潘志良动足了脑筋。

在起草制订《浦东新区深化拓展城

市网格化管理 积极推进城市综合管理

实施意见》工作中，潘志良作为主要执笔

者，认真研究市里有关文件政策，领会文

件精神，正确把握工作方向和工作理

念。《实施意见》经过反复修订，作为区府

文件印发全区。

潘志良说，从“城市管理”到“城市综

合管理”，虽然只多了两个字，但体现出

一种自下而上的“合”力。潘志良工作团

队还编制了《浦东新区城市网格化综合

管理建设和运行指导意见》，并刊印成册

下发每个街镇，根据指导意见，新区36个
街镇以及两个管委会都成立了专门的网

格中心，改变了原来由新区网格中心巡

查、派单、处理、反馈的流程，而是由各街

镇网格中心直接负责，工作人员发现问

题，能直接处理的就直接处理，只需将结

果上报，不能直接处理的，通过对讲系统

请求支援、或上报，大大缩短了案例处理

的周期。

城市综合管理，必须加强各方联动，

潘志良还负责起草制订《浦东新区城市

网格化综合管理与大联勤大联动工作融

合对接的工作方案》。考虑到新区各街

镇之间城市化程度、管理特征、管理重点

和要求存在差异性，如果在网格队伍整

合重组、联勤联动工作机制建立方面采

用全区单一模式，将无法普遍适用。为

此，潘志良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征询

街镇意见的基础上，把具体运作模式设

计为城市（镇）化和农村化两类区域、常

态联勤队伍和机动联动队伍两种操作模

式组合运行，两种模式既有一定的规范

性，又有一定的自主灵活性，两类队伍既

有不同的专业定位，又有相互的工作补

位，既符合上级要求又与各街镇实际相

结合，有效破解了街镇间不平衡问题，同

时强化了方案的可操作性。

2015年，潘志良累计上门走访街镇

达70多次，通过推进工作的常态化开展，

有力地推动了各街镇网格化综合管理工

作的实施。工作中，潘志良总结出了六

字方针：“下、联、快、转、明、上”，通过工

作理念的转化，有效完成了城市管理水

平的提升。

■本报记者 王延 通讯员 海轩

11月 10日，上海海关在海关总署缉

私局统一部署下，开展打击走私进口旧医

疗设备专案行动。目前已立案侦查案件3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人，初估涉案走私旧

医疗设备33台，案值约2000万元。

当日凌晨6时，上海海关共出动警力

近百人，分为 9个行动小组，在上海、江

苏、云南、广东等地同步开展抓捕行动。

经查，2013年 4月至 2016年 4月期间，上

海 3家医疗器械企业采取以旧报新的方

式，从美国、德国等地经上海、北京等口

岸走私进口旧医疗设备33台。

上海海关介绍称，旧医疗设备存在安

全隐患，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严令禁止进

境。涉案走私团伙为牟取高额非法利益，

逃避海关和检验检疫监管，将国家法律明

令禁止进境的旧医疗设备伪报为新医疗

设备走私进口，破坏国家正常进口秩序。

据悉，此次专案行动由海关总署缉

私局统一指挥协调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成都等11个海关缉私局，会同各地方

公安机关，同时实施集中查缉抓捕。

■本报记者 黄静 通讯员 马利芳

在公交车站台候车时一转身，装有重

要资料的手推车包不见了。正当失主徐

阿姨走投无路时，接到公交公司调度员的

电话，徐阿姨的手推车包在车队调度站。

原来，这是一场误会。

11月7日上午9：50左右，东方路浦建

路公交站点，年近七旬的徐阿姨拉着橘黄

色的手推车包准备乘坐974路公交车。当

天，她要赶去康桥女儿家，为生病的女儿

送医院化验单。

站点上一前一后同时来了两辆车，前

一辆是蓝色车身，后一辆绿色车身。徐阿

姨要乘的 974路是绿色的，所以她赶忙往

后走去，看看到底是不是974路。一看，不

是，于是又赶忙回去。

“呀！手推车包呢？”等回到原先等候

的地方，徐阿姨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推车包

不见了。她急得直跺脚，连忙拨打110，在
派出所做笔录时，有目击者称，看到一名

男子顺手把橘黄色的手推车包一起带上

了车。

于是，民警调取了离该站点最近的街

面监控摄像头，因离站点太远，无法看清

具体的线路车号，也无法看清那名男子的

面貌特征，“破案”陷入了僵局，徐阿姨只

能回去等消息。

16：30左右，徐阿姨的手机铃声急促

响起，电话那头传来了询问声：侬是不是

遗失了一只橘黄色的手推车包。然而，打

来电话的并不是派出所民警，而是 984路

永业路公交调度站的工作人员。徐阿姨

一下子有了喜从天降的感觉。

经调取公交车载摄像头，徐阿姨丢包

的经过被清晰还原了。11 月 7 日 9：56，
984路公交车驾驶员韩曙辉驾驶车辆停靠

东方路浦建路公交站点。车载前摄像头

记录到，放置在下街沿的一只橘黄色手推

车包在乘客上车过程中，被一个抱小孩的

乘客碰倒，旁边一位中年女乘客将其扶

起，随后赶到的一名穿蓝色横条纹衣服的

男乘客看到手推车包体积大，于是好心地

将其扶正，之后又帮忙提上了车。上车

后，男乘客把手推车包放在车厢中门相对

安全的地方。

在随后的 40分钟里，984路乘客上上

下下，手推车包一直静静地待在原地，没

有一个乘客将这个没人“照看”的包顺

走。到了终点站，驾驶员韩曙辉察看车厢

时，一名抱小孩的阿姨告诉他，这包没有

主人，为此韩师傅将包带下了车，交到了

调度室。

在永业路调度室里，管理员唐修伟发

觉驾驶员上交的手推车包一直没人来认

领，于是就打开了包，想寻找包主人的线

索。唐师傅发现了一本电话本，很快便联

系到了徐阿姨。徐阿姨说，手推车包里现

金不多，但最重要的是女儿的病历卡、化

验单，这关系到即将住院的女儿，女儿的

病耽误不起，所以很是焦急。现在好了，

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之后，徐阿姨赶到调度室，心里百感

交集，拿起笔洋洋洒洒写下了足足四页

纸的感谢信。车载视频记录了包被碰

倒、扶起、扶正、被带上车的整个过程，一

场“丢包”的误会再现出了浦东好市民的

凡人善举。

■本报记者 蔡丽萍 浦东报道

继去年之后，NCAA中国赛又来到

上海。11月 12日，赛事在梅赛德斯-奔

驰中心打响，哈佛大学最终以 70-80不

敌斯坦福大学。

据悉，NCAA 是由美国众多大学

参与结盟的一个协会，每年举办各种

体育项目联赛，包括橄榄球、篮球等。

NCAA 为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盟培养

了众多 NBA 球星，“天勾”贾巴尔、比

尔·沃顿、雷吉·米勒以及现役球员中

的威斯布鲁克、詹姆斯·哈登等。去

年，NCAA的五大顶级联赛之一、代表

当今美国高校篮球最高水平的 Pac-12
联盟曾在上海举办中国赛，历史上首

场NCAA篮球常规赛在中国举行。

今 年 的 中 国 赛 ，交 战 双 方 为

Pac-12联盟所属的斯坦福大学和常春

藤联盟旗下的哈佛大学。两支队伍的

篮球文化浓厚，NBA 球星现效力于布

鲁克林篮网的林书豪就来自于哈佛大

学，他曾带领哈佛大学篮球队取得常

春藤联盟分组冠军。斯坦福大学也为

NBA输送了洛佩茨兄弟。斯坦福大学

拥有 36 支大学体育竞赛代表队，斯坦

福大学男篮在过去五年中，已经两次

赢得全美邀请赛冠军。而哈佛大学拥

有 42支覆盖绝大多数大学体育竞技项

目的队伍。

本次来沪的两队队员大多是首次

来访，斯坦福的前锋雷德-特拉维斯面

对镜头表达了自己对中国的喜爱：“我

们上周末来到上海，这是一座美妙的城

市。这里的风景很美，有很多的高楼大

厦，很多摩登的建筑，球迷也很热情，篮

球氛围也特别好。”

■通讯员 蒲公轩

一对中年夫妻趁着夜深人静，开车

潜入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盗割黄金

菊。目前，两人因涉嫌盗窃被上海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日前，浦东公安分局国际旅游度假

区公安处接到报案，度假区内航城路等

区域种植的黄金菊成片被盗割。接报

后，警方迅速开展监控布防，很快，一对

中年男女进入了民警的视野。

“监控里看到他们拿着割刀，一人

下车作案，一人在车边望风。”据办案民

警胡占军介绍，经过前期侦查发现两人

在上海并没有固定住址，警方随即对道

口进行布控。10 月 25 日，警方将这对

“偷花大盗”抓获，当即从车上查获满满

几袋黄金菊。

原来，作案的钱某和李某两人是夫

妻。到案后，钱某称自己与妻子常年从

事贩卖苗木的工作，10月下旬开始多次

在凌晨时间开车至度假区，最近的一次

共盗割2500余株黄金菊，割了足足一个

半小时。而偷盗的黄金菊，两人准备贩

卖至杭州、萧山等地。“他们自称是剪树

叶，没想到会犯法这么严重。”胡占军说。

度假区内的黄金菊被盗割已经不

是第一次。今年 9月下旬开始，由于雨

水充足，黄金菊长势较好，陆续有人前

来偷花。自 9月下旬至 11月上旬，度假

区公安已经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十多

名，总案值近30万元。

■本报记者 徐玲 通讯员 冯舒明

日前，第十七届智力助残表彰暨第

二届“上海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关

志华爱心志愿者基金”颁奖会举行，上海

第二工业大学天使服务队荣获优秀集体

奖。

据介绍，二工大天使服务队成立已

有 10个年头，是一支由学校学生党员、

团员、入党积极分子为核心主力的智力

助残志愿服务组织，隶属上海市智力助

残六个基地之一的浦东分基地。在浦东

新区肢残人协会的指导下，天使服务队

志愿者活动以“走进去”和“带出来”的形

式相结合，形成了“冬送棉被、夏送清凉、

春送技能、秋送拓展”的系列活动。活动

中，他们注重动态跟踪，建立志愿者梯

队，做好各类数据的汇总通报。通过智

力助残活动，维护了残疾人的尊严，真正

让残疾人家庭体会到了社会温情，激励

他们以更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和学习上

的困难。据悉，目前不少受助对象已经

开始反哺社会。

指导老师张芳芳介绍，服务队每学

期通过线上线下活动进行志愿者招募，

积极宣传智力助残活动，同时严把入口

关。由于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智

力助残志愿者除了要求具备常规的志愿

者素质之外，还要求具有更强的沟通能

力和交流能力。

上海海关破获旧医疗器械走私案

公交车站台失包“一场虚惊”透温情

车载摄像头还原市民的凡人善举

夫妇盗割黄金菊
被刑拘

“天使服务队”
智力助残获表彰

美国高校
篮球联赛登陆浦东

五彩灯笼挂墙上

谷文达上海办展
总结“西游记”

有效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水平
——记新区网格中心开发运维科科长潘志良

“戏曲大荟萃”金桥专场开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