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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陆军华

一车待送的快递、一辆临时停放的

电动自行车，行色匆匆的身影，这或许就

是我们上班时间所能看到的快递员“标

准形象”。为了尽快完成投递工作，不少

快递员贪图方便，临时停车不上锁，甚至

不拔车钥匙，给了不法分子可趁之机。

近日，浦东警方便抓获了一名不错过如

此“机会”的犯罪嫌疑人。

7月3日15时许，快递员丁某向浦东

公安分局花木派出所报案称：当天 10时

50分，其将装有 10多件快递物品的电动

自行车停放在浦东一商务楼楼下后便进

楼送货了，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下楼后一

看，他的电动自行车连同快递物品一起

被盗了。接报后，花木派出所民警立刻

开展侦查工作，一路循线追踪，最终发现

被盗车辆被一男子停放于浦东泾南公园

内并加锁了一把环形锁。

当天夜晚 20时许，当嫌疑人琚某前

来取车时，被早已守候多时的民警一举

擒获，原本车上总价值一万余元的快递

物品也一件不少地被追回。

琚某交代他也是一名快递员，当日

送完货准备离开时发现同行丁某进楼

送快递，但丁某未将车钥匙拔走，也没

有锁车。琚某称其现在送货使用的电

动自行车是老板配发的，但他一直想要

一辆自己的电动自行车。于是，一瞬间

的邪念引他走上了犯罪之路，他将自己

骑行的电动自行车停好上锁，然后骑着

丁某的电动自行车载着一车的快递物

品飞快地离开。

现琚某已因涉嫌盗窃被浦东警方刑

事拘留。警方提醒：快递员临时停车切

记拔走车钥匙，或可请求一旁的门卫、

保安或物业人员帮助照看车辆及车载

物品。

■本报记者 须双双

“福仁，你的头发又长了，白头发又多

了……”7月14日，一场以“幸福，请带上这

封信”为主题的金婚家庭书信分享会为航

头镇 2017年度寻找“最美家庭”活动拉开

序幕。4组航头镇金婚家庭的感人故事被

改写成一封封家书，在现场由朗读者深情

诵读。

今年已年过七旬的张福仁、孙敏芳夫

妇携手走过 50多年的人生。5年前，孙阿

姨被确诊为乳腺癌，手术后还要进行化疗、

放疗。由于上海市肿瘤医院离家有 40多

公里，来去路程十分不便，夫妇俩租住在医

院附近的100多元一天的小旅馆里。

“你这个乡下老头子为了让我吃的好

一些，每天早上步行半小时，和城区里车流

人流拥挤在一起，硬是找到附近东安路上

的菜场，用咱们航头土话和做水产生意的

小贩聊天熟络，为的就是从他手上买上最

新鲜的黄鳝骨头给我熬汤喝……”听到朗

读者念到这里，台下的孙阿姨忍不住抹起

了眼泪。她说，生病的时候最令她难忘的

事，就是老伴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由于

小旅馆条件差，张老伯为了给她补充营养，

特意添置了锅碗瓢盆，亲自下厨为她做

饭。在手术后的几年里，从来不让她干一

点活。

对于另一个金婚家庭的女主人姚凤仙

而言，最难忘的是那些“苦在一起但依然幸

福的日子”。1952 年，倪伯仁瞒着父母奔

赴抗美援朝的战场，姚凤仙和姐妹们打着

腰鼓为战士们送行，那时谁也不知道，两年

后，两人竟然会成为一对夫妇。如今，这段

相濡以沫的婚姻已经走过了 62年。姚阿

姨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家里经济条件

差，一家人住在只有6平方米的灶头间，就

连买床架的钱也是向工友借的。虽然生活

困难，但爱人一直对自己照顾有加。女儿

出生那天，丈夫把菜都给她吃，自己只喝两

分钱的菜汤。

当天，多组金婚家庭受邀来到现场，并

获赠了金婚纪念照。被问到相处的秘诀，

几对金婚老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相互包

容、相互理解、相互尊敬。

“像这样感人的家庭故事，在航头镇其

实还有很多。”航头镇妇联主席程文越介

绍，此次镇妇联通过前期走访，选取了4组

金婚家庭作为全镇金婚夫妻的代表，并邀

请专业团队将这些故事改写成家书，通过

时下正流行的朗读形式呈现出来，让更多

人能感受到这份爱。

“近年来，航头积极挖掘辖区内‘最美

家庭’，此次以金婚家庭书信分享会作为

2017年度寻找‘最美家庭’活动的序曲，在

展现我们身边的‘最美夫妻’‘最美家庭’的

同时，也向居民们倡导‘幸福小家，和谐大

家’的生活理念。”程文越说。

汇城佳苑党支部书记徐敏说：“和谐家

庭在社区里起到了模范表率作用，金婚老

人的生活虽然平淡，却很深刻，这种对家庭

的坚守值得更多人学习，也希望年轻人通

过了解这些身边的故事，增强他们对婚姻、

对家庭的责任感。”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 实习生 施丰

奕）7月14日，塘桥街道“河道整治·同心同

行”主题宣传之“决战 752·青春夏令营”户

外拓展活动在张家浜畔举行。一批团员青

年与学生来到现场，用实际行动践行“河道

治理，我带头！河清岸绿，我行动！治水护

水，我担当！张家浜河，我守护！”的誓言。

通过微信招募等方式，本次活动吸引

了 60余名团员青年与学生的参与。活动

设计了趣味寻“宝”、指压板环保知识竞答

趣味赛、寻找路人“甲”三项任务，参与者分

成多个小组开展活动，不仅增长了青少年

的环保知识，也检验了他们的团结精神与

默契。

“通过知识类、环保类、体能类的趣味

游戏，我们希望这场在身边的河道旁开展

的活动，能够让塘桥青少年切身体会到河

道整治的重要性，让他们增长包括河道整

治在内的环保知识，提高环保和爱护环境

的意识。”塘桥街道团工委相关负责人称。

这个夏天，塘桥青少年与张家浜的亲

密接触仍将继续。目前，由街道团工委主

办的“青春公益·逐梦塘桥”暑期艺术课堂

第一弹——“最美张家浜河”长卷画创作正

在火热招募中。让团员青少年暑期不仅能

够玩聚在青年中心，更要成长在社区，为推

进“美丽塘桥、幸福塘桥、文化塘桥、平安塘

桥”添砖加瓦。

本报讯（记者 陈烁 通讯员 李耀

华）冒着近40摄氏度的室外高温，刚刚夺

得全运会冠军的三林舞龙队，在陆大杰总

教练的亲率下，在7月15日不仅舞到了建

于明代崇祯年间的曹路镇龙王庙，而且舞

到了中国南极科考船“雪龙号”面前。

就在前几日，三林舞龙队首获全运

会冠军，在全运会上收获一金一银。一

个大赛刚结束，三林舞龙队又将迎接下

一个大赛，9月下旬，第六届世界龙狮锦

标赛将在三林镇举办，这是三林镇第二

次承办这一赛事。7月 15日把“龙”舞到

龙王庙和“雪龙号”，就是为了拍摄一部

将在锦标赛时播放的三林舞龙宣传片。

这也是与曹路镇开展的一次文化联动，

因为两个拍摄点都位于曹路镇。

在第一站曹路镇龙王庙，舞龙队员们

先是在龙王庙门前舞出一条活龙活现的

“龙”，接着又在庙内凌霄宝殿前，围绕着

香烛台绕“龙”一周，让“三林龙”与龙王庙

充分互动。接着，三林舞龙队员们来到中

国南极科考船“雪龙号”前，以红白相间的

船体为背景，展现出“三林龙”的生龙活

虎，也映衬出中国科考队员乘坐“雪龙号”

不畏艰难前往极地科考的精神。

据了解，在刚参加全运会后，三林舞

龙队员们经过半个月的休整，在8月份就

将投入龙狮锦标赛的备战。陆大杰介

绍，一般赛事提前半年开始做准备，但这

次队员刚参加过全运会，也相当于同步

做了体能训练等各方面的准备，所以休

整之后重点是巩固一下，临近赛事的时

候，则会再做一些针对性的训练。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 为进一步

加强对出租行业执法监管，近期市交通

执法部门对浦东机场扰乱营运秩序的

出租车展开了集中整治，对不按规定私

自拉客、载客后多绕路等行为进行了查

处。

记者从市交通执法总队了解到，近

日，有乘客通过 12345市民热线投诉，称

在浦东机场出租车站点乘坐由调度安排

的一辆出租汽车前往上南十村，到达目

的地后驾驶员出具了一张某公司的车费

发票，发票上显示此次业务行驶里程为

52.5公里，收取车费为246元。

事后，乘客察觉可能被驾驶员绕路

并多收费，随即拨打发票上的出租车公

司投诉电话，被告知该车牌并非其公司

车辆。该乘客几经辗转投诉到 12345市

民热线并最终转至市交通执法总队。

办案人员根据投诉人提供乘车时间

段的信息以及当天穿着特征，查看浦东

机场两大航站楼4个出租车站点录像，终

于发现一辆疑似车辆。然而，经过交通

执法系统查询比对后发现，录像中出现

的沪 FM8229出租车在信息系统中并不

存在。经过努力，执法人员终于发现该

出租车的贴牌行为，真实牌照号码应为

沪FM8829。最终，当事人陈某不仅被依

法吊销出租汽车驾驶员准营证，且驾驶

证被一次性扣12分。

按照出租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在设

有候客站点的交通枢纽，出租车都应该

在候客站点排队候客，这样不仅方便乘

客在候客站点排队乘坐出租车，也有利

于现场交通管理。

7 月 12 日，执法人员对浦东机场

T1、T2航站楼的停车场库出入口进行设

卡检查。当晚，执法人员共在浦东机场

查处出租车在停车场库私自拉客等扰

乱站点营运秩序的违法案件 13件，均依

法对违法当事人处以 200元行政罚款的

处罚。按照规定，如果第二次被查处，

当事人还将面临暂停营业 15天的处罚。

据悉，提升出租汽车服务质量，进一

步加强对出租行业执法监管，市交通执

法总队从6月开始，在全市开展出租行业

服务质量专项治理行动。统计数据显

示，专项治理首月市交通执法总队共计

查处行业违法案件 193件，其中：绕道多

收费和拒载案件 21件；扰乱站点营运秩

序 48 件；交给无证人员驾驶出租车 107
件；其他违法案件 17件。有 44名出租驾

驶员被停业，占今年上半年被停业人数

的40%，有13人被吊证，占今年上半年被

吊证人数的22%。

市交通执法总队表示，将继续加强

对出租行业执法监管，针对存在管理不

到位、违法率居高不下、逾期案件两次

催办不办理等情况的企业，有上级组织

的，将通报其上级组织，建议上级组织

对该企业在经济考核指标上给予一定

限制，同时建议各企业对其所属分公

司、车队也要采取相应制约措施。此

外，对于月违法率前 10 的出租企业，市

交通执法总队将联合市运管处加强约

谈，并严格约谈制度，确保约谈成果落

到实处。

安全生产“十三五”规划（二十一）

建筑施工事故防范重点
重点部位：大跨度桥梁及复杂隧道、

高边坡及高挡墙、高架管线、围堰等。关
键环节：基坑支护及降水工程、结构拆

除、土石方开挖、脚手架及模板支撑、起

重吊装及安装拆卸工程、爆破拆除等。

水上交通：在重点航运海域、流域、

内湖、水库、旅游景区建立极端气象、海

洋、地质灾害综合预警防控机制。提高

客船稳性、消防逃生等方面安全技术标

准，严禁在客船改造中降低稳性。完善

船岸通信导航监控系统布局，建设集约

化、协同化、智能化的综合指挥系统。加

强水上安全监管、应急处置、人员搜救和

航海保障能力建设。

渔业船舶：严格渔船初次检验、营运

检验和船用产品检验制度。开展渔船设

计、修造企业能力评估。推进渔船更新

改造和标准化。完善渔船渔港动态监管

信息系统，对渔业通信基站进行升级优

化。推动海洋渔船（含远洋渔船）配备防

碰撞自动识别系统、北斗终端等安全通

信导航设备，提升渔船装备管理和信息

化水平。

航头镇举办金婚家庭书信分享会

一封封家书讲述“爱与相伴”

塘桥青少年河畔学环保

“三林龙”相会“雪龙号”

上海开展出租行业服务质量专项治理
扰乱浦东机场营运秩序的出租车被集中整治

快递员求快忘锁快递车
同行眼热连车带货顺手牵羊

分享会上，金婚夫妇深情拥抱。 □见习记者 郑峰 摄

三林舞龙队在中国南极科考船“雪龙号”前舞起了“长龙”。 □徐网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