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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桥“村居一台戏”文化展演走过 7 年

“送戏下乡”转变为
“种戏到乡”
■本报记者 章磊
8月30日，
随着汤巷馨村居委的展演在
康桥镇文化活动中心剧场落幕，
康桥镇今年
的
“村居一台戏”
文化展演划上了句号。
作为康桥镇的一个特色文化品牌项
目，
“村居一台戏”已经走过了七个年头。
康桥镇文化活动中心副主任林勤德介绍，
依托这个项目，康桥镇实现了从“送戏下
乡”到“种戏到乡”的转变，进一步满足了
广大群众对文化活动的需求。

每个社区至少两台戏
今年的
“村居一台戏”文化展演，由展
演的社区临时召集人牵头，组织至少两台
专场演出，一台是“精品型”节目汇演，重
在突出社区文化特色和打造社区品牌；
另
一台则是
“普及型”文艺专场，
重在提升各
村居团队的参与率。
8 月 7 日至 9 日，橫沔社区连续举办
了三场展演，除了“精品型”节目汇演和
“普及型”文艺专场，还有一场
“综合型”节
目汇演。
8 月 30 日，汤巷馨村居委的展演，作
为康桥镇今年“村居一台戏”的压轴戏与
居民们见面。民乐合奏《花好月圆》、沪剧
表演唱《绣荷包》、舞蹈《赶上好日子》……
一个个节目接连登场，赢得场下阵阵掌声
与喝彩。
“村居一台戏”文化展演是康桥镇群
众文化活动的亮点之一，从 2011 年启动
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七个年头。
“今年的
文化展演，与往年又有所区别，以往是以
村居为基本单位，今年则是以单元点为主
体。”林勤德说。
据介绍，今年 7 月 7 日至 8 月 30 日，共

有 16 场“村居一台戏”文化展演上演，主
办方除了橫沔社区、双秀社区等基本管理
单元，还有几个主动请缨的村居委。

金桥镇举办
公益招聘会

由
“输血”变
“造血”
“其实，我们开展‘村居一台戏’文化
展演，就是希望村居民不再只是观看节
目，而是参与到展演当中来。演出越多，
大家能够展示的机会就越多。”林勤德说。
之前，康桥镇文化活动中心每年都会
组织文艺演出队到各村居巡演，
借此宣传
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
也为各村居带去丰
富的文艺节目，算是“送戏下乡”。而“村
居一台戏”文化展演，则是倡导各村居自
行策划节目，
算是
“种戏到乡”
。
这样的机制，
也培养出了各个村居的
特色文化品牌。
“例如，
沿北村的歌伴舞、
海
尚康庭的葫芦丝加舞蹈，都有各自的特
色。
”
林勤德说，
“我们也激励这些团队参加
更高级别的比赛，
不断创作出新的作品。
”
有了
“村居一台戏”，大家的参演积极
性显著提高。各村居的干部不仅全程观
看，有的更是踊跃上阵演出；偏僻的村居
租用车辆接送散居的村民到演出地观看
助阵；还有村居特地搭建舞台、制作背景、
租借合唱站台等助力村居民演出，
从各方
面满足了村居民展示才艺的欲望。
在林勤德看来，从“送戏下乡”到“种
戏到乡”的转变，是将文化活动由镇政府
“外部输血”，变成了村居
“自行造血”“
，在
干部群众的努力下，
各村居开出了群众文
艺之花。”
“我们还计划让基层群众的文艺团
队，在镇内各村居，甚至是各个街镇之间
交流互动，让我们的文化活动惠及更多
人。”林勤德说。

昨天，
“幸福金桥”
“就业服务集市”公
益招聘会在金桥镇市民文化广场举行，约
30 家企业提供了近 400 个岗位，吸引众多
居民前来应聘。当天现场面试 180 人次，
最终达成就业意向 128 人。招聘会现场还
设置了职业指导、创业指导、职业培训、维
权等咨询服务摊位及退伍军人就业专摊，
有 15 人接受了职业指导、50 人参与了职
业培训、5 人进行了维权。此次招聘会由
金桥镇政府主办，金桥镇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承办，浦东新区就业促进中心金桥
分中心、金桥来沪人员就业保障服务管理
中心协办。
图为居民踊跃参加应聘。
□徐网林 摄影报道

海外人才政策大讲堂走进陆家嘴
本报讯 （记者 赵天予）日前，
“ 浦东
新 区 海 外 人 才‘ 一 站 式 服 务 ’政 策 大 讲
堂——走进陆家嘴金融城专场”在中国金
融信息中心金领驿站举行，现场来自各相
关单位的专业人员为百余名金融城企业
代表答疑解惑。
针对自贸区外籍高层次人才在华永久
居留的政策，来自新区海外人才局的刘娜
进行了详细地讲解。她透露，浦东新区百
人计划第七批正在申报，其中就有一类专
门针对金融人才，
奖励幅度很大，
希望企业
里的高管、
外籍高端人才提出积极申报。

浦东人才交流中心高层次人才服务
部的金晶则从办理流程、分类标准、预审
过程的主要问题等方面，向现场企业代表
详细讲解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政策。
针对企业代表提出的在预审过程中，经常
会遇到材料被退回的情况，金晶对材料要
求的照片格式、申请信息等环节加以提
醒。
来自浦东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办公
室、陆家嘴人才金港的专业人员，分别讲
解了出入境“新十条”政策、陆家嘴金融城
人才发展状况和相关政策举措。

参与活动的费戈曼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资深人力资源经理张女士表示，此次讲
座信息丰富、实用，解决了她实际工作中
的很多困惑。
“通过这次讲座，我感受到了
政府细致周到的服务，希望以后还能参与
更多类似的活动。”
自今年 8 月起，浦东新区海外人才局
会同浦东新区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办公
室，在浦东范围内开展海外人才“一站式
服务”政策大讲堂宣讲活动，旨在向新区
企业代表介绍标准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
率。

航头镇开展治安防范宣传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
“电信诈骗花
样百出，
大家切莫贪财，
以免上当受骗。
”
近
日，
航头镇派出所民警与社区工作人员、
平
安志愿者等，
来到各小区门口或闹市街头，
共设置 39 个宣传点，
开展社会治安防范集
中宣传活动。民警讲解了各种电信诈骗花
样，
让居民们提高了防范意识。
除了教群众识别电信诈骗外，各宣传
点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发放防范

宣传资料、现场解答等多种形式，广泛宣
传防范街面“两抢”、诈骗、盗窃、扒窃等侵
财案件的小常识、小措施和消防、交通安
全知识，
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听讲。
“以后有事情要求助，拨打卡上黄警
官的电话就行，感觉民警就在我们的身
边，蛮方便的。”家住航头镇的沈阿姨从社
区平安志愿者手中接过一张警民联系卡，
笑着说道。此次活动共展出图片展板 117

余幅，发放防火、防盗、防电信诈骗、防范
邪教、禁毒、交通安全等宣传材料以及警
民联系卡 4 万余份。
航头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航头镇将在
保持对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严打快打的同
时，采取治安防范集中宣传、搭建平台促
进警民互动、深化群防群治守护网建设等
措施，更好地汇聚社会治理力量，增强群
众防范意识。

上海长江大桥桥面维修月底结束
“周浦杯”健身操比赛举行
昨日，浦东新区第六届运动会“周浦杯”健身操比赛在周浦镇文化活动中心广场举
行。来自新区各镇、街道的 29 支队伍，超过 400 名参赛选手参加比赛。选手们身穿五
颜六色的服装齐聚一堂，同台竞技。周浦镇副镇长金晔在现场表示，健身操深受市民
喜爱，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希望通过健身操比赛调动市民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营
造全民健身、健康文明的氛围。经过 3 小时的比拼与专业裁判的现场点评，三林镇代表
团、周浦镇代表团以及沪东新村街道代表团获得一等奖。
图为比赛现场。
□见习记者 沈馨艺 文 黄日阅 摄

纪念浦兴路街道成立20周年摄影征文活动启事
为庆祝浦兴路街道成立 20 周年，展
现
“大爱浦兴·美好家园”建设成果，激发
社区群众对家园的热爱，用照片和文字
记录社区发展的丰硕成果、展现社区丰
富多彩的人文景观、反映社区干部群众
积极向上的良好风貌，拟于 9 月举办浦
兴路街道“七彩家园”摄影展和“我与浦
兴”征文比赛活动。请您按动快门、拿起
纸笔、敲击键盘，
为我们共同的家园留下
精彩的瞬间。活动具体要求如下：
一、征稿时间：
即日起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二、作品要求及投稿方式：
作品要求反映作者在浦兴工作、学
习、
生活过程中发生的故事、
感想和体会；
表现社区的美丽景观、风光建筑、人文风
貌等；
记录社区发展轨迹与和谐景象。
（1）摄影作品应为 JPG 格式，每张照

片大小 1M-10M 以内，需为拍摄原图不
得后期修图。拍摄设备不限，体裁和风
格不限，彩色、黑白不限；提供与每幅
（组）作品相对应的标题、拍摄时间与地
点，可附简要阐述文字。
（2）征文作品要求电脑文档格式发
送，体裁不限，1200 字以内。作品必须
为原创，严禁抄袭、套改或网络下载。
（3）作品请发送至 daaipuxing@126.
com，注明作者姓名、性别、年龄、联系电
话、
所属居委或单位；
邮件标题请注明
“浦
兴20年摄影”
或
“浦兴20年征文”
字样。
三、评选与表彰：
所有作品将由评审小组进行评定，9
月末仍未收到录用通知的，稿件请自行
处理，不再另行通知。优秀摄影作品将
统一进行展览，
征文作品将择优在《大爱
浦兴》社区报刊登。

为国庆通行保驾护航
本报讯 （记者 黄静）记者从市路政
局获悉，G40 沪陕高速公路上海长江大桥
钢桥面维修工程有望在国庆节前提前完
工。届时，往来崇明的 G40 长江隧桥交通
组织将恢复正常，为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
市民出游高峰提供交通便利。
G40 沪陕高速公路上海长江大桥起
点位于长兴岛，跨越长江口北港水域至崇
明岛陈家镇，全长 16.63 公里，是国家高速
公路骨干路网的关键节点，也是上海市区
往返崇明的重要通道。自通车运行以来，
长江大桥的车流量增长迅猛，由于大流量
交通及江面各种气候环境的影响，钢结构
桥面沥青层出现了一些破损。为保证大
桥的行车舒适度及安全性，综合考虑上海
市区至崇明交通的需要，决定对长江大桥

钢结构桥面沥青铺装层进行养护维修，进
一步提高道路服务水平。
通过科学评估与反复论证，本次维修
采用了浇筑式沥青基层和 SMA 沥青面层
工艺，桥面铺装基层选用适应钢桥面性能
且后期易管养的浇注式沥青，面层选用高
弹改性沥青 SMA。长江大桥钢结构桥面
的施工工艺与普通桥面不同，在对原桥面
沥青层进行铣刨清理后，需要对钢桥面进
行抛丸处理，再进行防水层施工，摊铺浇
筑 式 沥 青 基 层 ，最 后 对 桥 面 加 罩 一 层
SMA 高弹改性沥青面层。
G40 上海长江大桥钢桥面维修工程
施工范围长约 1.43 公里，于 7 月 11 日正式
开工，计划 9 月 25 日完工，工期 77 天。其
中，第一阶段是对大桥上行线（市区往崇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
项目名称：上海三林 500kV 变电站
主变扩建工程
三林 500kV 变电站位于上海市浦东
新区康桥镇，目前有 2 组 1000MVA 主变
压器。本期拟扩建#4 主变压器，主变容
量为 1000MVA，#4 主变压器低压侧配
置 2× 60Mvar 低压电容器，1× 60Mvar 低
压电抗器。本期工程在原变电站围墙内
预留位置扩建，
无需新征用地。
在落实工程设计及环评报告书中提
出的污染控制措施的基础上，本工程各
类污染因子均能达标排放，符合国家和

上海市环保标准及要求。从环境保护角
度分析，
该工程建设是可行的。
现面向社会各界征求本项目环境保
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施
先生，电话：021-20503754；环评单位：中
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
限公司，甘女士，电话：021-22017125，邮
箱：
ganlu2750@ecepdi.com。
具体公告信息见上海环境热线网
站。

明方向）钢桥面进行封闭维修，下行线（崇
明往市区方向）实施半幅双向 4 车道通
行，大桥上行线保留紧急停车道，作为应
急车道备用。
根据计划，第一阶段施工时间为 7 月
11 日至 8 月 14 日，为期 34 天。期间虽然遭
遇了持续高温和多次雷暴雨天气，但施工
单位合理安排各项工序的衔接，
争分夺秒，
确保第一阶段于 8 月 10 日提前完成。第二
阶段是对大桥下行线（崇明往市区方向）钢
桥面进行封闭维修，
计划 9 月 25 日完成。
为了尽量降低施工对交通的影响，交
通部门精心制定了交通组织方案。目前工
程按计划进展顺利，建设者克服了技术、
天气、交通等难题，有望提前竣工，为国庆
假日期间长江隧桥的通行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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