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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章磊

12 张蓝色乒乓球桌分两排铺开，24
名球员捉对厮杀……6月 2日，“曹路杯”

上海市第十一届新上海人乒乓球比赛在

上海杉达学院举行。“地铁通了，来曹路参

加比赛更方便了。”从外区来参加比赛的

选手说。曹路镇的选手则说，交通便捷

了，文体活动更加丰富了。曹路镇宜居宜

业建设的成果，正在逐渐凸显。

已经举办了 11届的“曹路杯”新上海

人乒乓球比赛，是2018上海城市业余联赛

之一。今年的比赛共吸引了180余名选手

参加，有来自曹路镇域内的选手，也有从宝

山、闵行等各区赶来的乒乓球爱好者。

2日一大早，谢平就从位于闵行的家

中出发，乘坐地铁赶来参加比赛。5号线

换1号线，再换9号线，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的路程，用谢平的话来说，还是比较方便

的。“地铁 9号线通到曹路后，全程地铁就

能到。”他说，“以前，地铁不能直达，要参

加比赛还得搭其他人的车，不是很方便。”

曹路镇文化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

任邵敏介绍，以往几届“曹路杯”新上海人

乒乓球比赛，的确存在这样的情况。“部分

乒乓球爱好者，因为交通不便，只能选择

放弃。对赛事组织方来说，如果参赛者都

开车过来，停车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如

今，地铁 9号线解决了这个问题。主办方

还特意把比赛地点选在距离地铁站不远

的高校，让乒乓球爱好者们参赛的意愿也

高涨了不少。

来自台湾的沈克昌，已经是第三次参

加“曹路杯”比赛了，之前还曾获得过不错

的名次。“这几年来曹路参加比赛，感觉水

平高的选手越来越多，说明这个比赛越来

越吸引人了。”他说。已经有几十年打球

经历的沈克昌，把这项运动作为自己在上

海休闲、交友的一种方式，“以球会友，重

在参与嘛。”

在曹路这个将乒乓球作为特色的小

镇，每年的比赛远不止“曹路杯”一个。2
年前搬到曹路居住的王站稳，对此颇有体

会。他说：“自从搬到曹路后，一方面打球

的球友多了，另一方面各种赛事也不少，

感觉活动特别丰富。”

当然，除了小有名气的乒乓球特色，

曹路镇还有各式各样的文体活动。例如，

体育赛事方面有不久前举办的门球赛，文

化活动更是丰富多彩，沪剧、越剧等表演

让市民目不暇接。

据介绍，曹路镇发挥文化发展专项资

金的撬动作用，打造公共文化阵地和文化

创意产业阵地，深化与三所高校、社会优

秀文化资源合作，打造了“渔书”“明强书

屋”等文化品牌，同时举办家园文化节。

邵敏说，曹路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就

是为了达到化人、育人、聚人的效果，将曹

路打造得更加宜居宜业，让镇域内居民的

生活更便捷、丰富。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6 月 2 日，

2018年大团镇体育运动会暨文化艺术节

在大团高级中学拉开帷幕。2000多名社

区居民、文体骨干、中小学生等共聚一堂，

以大型展演的形式，迎接这场“家门口”的

文体盛事。

开幕式上，由国防生组成的国旗队、

会旗队、由特保队员组成的标语队、红旗

队、大团初级中学学生组成的鲜花队、三

墩学校学生组成的葵花队、社区文体团队

组成的欢乐柔球队和健身门球队等来自

全镇各村居、企事业单位、学校的 63支代

表队依次入场。随后，广场舞《舞韵风

情》、幼儿操《快乐精灵》、武术表演、大型

歌舞表演《搏浪飞舟》等一一上演。

据了解，本届体育运动会暨文化艺术

节以“迈上新征程，共创金大团”为主题。

5月至 11月期间，体育运动会共设篮球、

乒乓球、健身操、游泳、跳绳、太极拳等 16
个团体和个人运动类项目。同时，大团镇

还将举行第三届好声音比赛、送戏下乡巡

回演出、花卉盆景展、书画摄影比赛、广场

周周演、才艺大赛、社区文体团队展示评

比和戏曲大家唱比赛等 13 项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期

间，预计全镇将有 8万余人次参与各项文

体赛事活动。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震东说：“今后的

几年是大团镇在‘十三五’规划中的发展之

年，关键之年，冲刺之年，我们要通过举办这

次活动，进一步推动全镇文化体育活动的蓬

勃开展，提振精神，增强信心，凝聚力量。”

开幕式当天，还进行了拔河决赛、4×
100米接力比赛。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

东大居委代表队和大团镇小学代表队分

别获得了拔河比赛、接力比赛的冠军。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王秀

娟）6月 1日，“安全生产月”第一天，合庆

镇进行了一场居民区高层消防演练。

当天的消防演练安排在庆利苑居民

区进行。演习开始后，25号单元 6楼“突

发火情”。接到中控室起火警报后，物业

公司路巡队员迅速赶到现场察看火情，

并向值班经理汇报，小区义务消防队员

接到命令后，在小区微型消防站取得装

备，迅速赶往火场作初始扑救及人员疏

导，值班经理带领工程抢险组赶到现场，

关闭非消防电源、电梯迫降，启动大楼消

防广播，指导业主离开火场。

安保警戒小组随即打开安全通道大

门，现场设置安全警戒区。在向镇消防队

电话报警确认后，居委安全干部也赶到现

场，并按预案担负起现场指挥的工作。

由于庆利苑小区离镇消防队驻地较

近，5分钟不到，消防车在警戒小组引导

下，迅速通过消防安全通道，到达现场，队

员们分为搜救组和灭火组进入火场展开

扑救。接到报警的医疗救护组也赶到现

场参与“伤员”救治。

在各部门配合默契下，10分钟后，火

势被扑灭，48位业主均安全脱离火场，到

达指定安全区域，警戒组清场，卫生清洁

组进入现场开始清洁工作。不到半个小

时，消防演练顺利结束。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为更好地利

用公共停车场（库）资源，缓解停车难的矛

盾，陆家嘴区域（浦东南路、东昌路、黄浦

江边围合区域）与人民广场、徐家汇等 10
个区域成为从6月1日起开始的公共停车

场库停车收费管理试点区域。

据了解，试点区域所在的人民政府对

辖区内处于区域试点范围内的公共停车

场（库）机动车停放收费进行管理，根据需

要自主制定或调整收费水平。在对试点

方案进行充分论证，认真听取相关各方意

见，综合考虑静态交通矛盾及社会各方面

承受能力等因素基础上，试点区合理制定

政府指导价，设置一定的调价周期、调价

幅度等。在计费方式上，试点区域公共停

车场（库）可实行按时计费、按次计费和长

期协议三种计费方式。公共停车场（库）

根据停车泊位供需情况，在政府指导价范

围内可实行日间和夜间、工作日和周末等

差异化收费。

1、使用时请等到运转时间停止（或

取消时间）后再打开微波炉；严禁工作状

态下打开；

2、请不要将饭盒袋、塑料袋放在微

波炉上面的散热口，容易引起微波炉着

火；

3、请使用微波炉专用饭盒，不可以

将一次性饭盒、不锈钢饭盒放入微波炉，

这样容易引起着火或爆炸；

4、微波炉一次热饭的数量不宜过

多，一般宜为大饭盒一个，小饭盒放两个

（放太多饭

盒会造成微

波炉运转不

正常）；

5、热饭

的时间不宜

过长（容易

引起爆炸），不放饭盒的时候请不要启动

微波炉；

6、微波炉的按键是轻触式的，使用

时不需要太用力，如遇按键错误请按停

止键取消；

7、用完微波炉后请关闭微波炉门，

以免灰尘进入，影响大家的健康。

微波炉使用的安全注意事项

6月2日，来自9个省市共132名象棋爱好者相聚川沙新镇，参加为期两天的
2018年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上海赛区川沙预选赛暨第六届“上海·川沙杯”业余棋王
争霸赛。活动当天，象棋国际特级大师牟海勤、国家象棋大师邬正伟到场观战指导。

“川沙杯”业余棋王争霸赛作为上海业余象棋界的品牌赛事，已连续举办五届。
□见习记者 郑峰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汪璐）

近日，高桥城管中队联合多方力量，开展

非法客运专项整治行动，排除社会治安

隐患。

高桥城管中队联合新区执法局四大

队、交警、派出所、特保力量近20人开展

专项整治行动。执法人员在草高支路张

杨北路检查时，发现一名当事司机没有

营业性证件，却从事出租经营，依法对其

进行现场检查笔录，并暂扣非法客运车

辆，予以立案处理。

非法客运问题在高桥区域由来已

久。今年，高桥城管中队通过组织开展

专项整治行动，向非法客运“亮剑”，不断

压缩“黑车”生存空间。截至 5月底，已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12次，查处非法客运

车辆 19辆。高桥城管中队相关人员表

示，希望借“月月有行动”的高压态势，形

成打击非法客运的震慑力。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施

国标 金丹）海派田园石雕工艺、蓝印花

布制作技艺……最近一段时间，书院镇

新北村在推进“美丽庭院”建设的过程

中，注重挖掘本地文化资源，以民间艺术

为切入口，为“美丽庭院”注入更多文化

底蕴。

新北村地处书院境域西北部，当地民

间艺术资源十分丰富。其中，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授予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的

王金根，就是新北村人。另一位新北文化

艺人张建新，其“蓝印花布”织造技艺融合

旗袍服装艺术，让传统民间手工艺焕发新

生。此外，这里还有红木雕刻艺术、草根书

法达人等。

今年以来，新北村立足打造“文化新

北”，深入挖掘本地文化资源，营造乡村文

化氛围，在村的入口处建造了一个村民休

闲园，以展板宣传的方式，推出了“新北文

化”展示区。同时，在部分村间路段里设

立本土文化艺人的作品展示点，展板和墙

绘一应俱全。

目前，新北村已着手为王金根家庭开

设“王金根海派石雕家庭博物馆”和“王金

根海派石雕工作室”；为张建新家庭设立

了“蓝印花布工作室”，发挥文化艺人的引

领辐射效应，让村民在“家门口”感受新北

文化的魅力。

“用文化讲好新北故事，是我们‘美丽

庭院’建设的亮点。”新北村党总支书记刘

黎民说。接下来，新北村还将按照镇“点

线面”美丽庭院推进部署，立足“花小钱办

大事”的原则，推行一系列管理运行机制，

擦亮新北村的文化品牌。

曹路镇宜居宜业建设成果初显
居民称文体活动丰富 外区球手直夸交通方便了

大团镇体育运动会暨文化艺术节开幕

29项赛事让居民畅享文体大餐

高桥城管
整治非法客运

132名象棋爱好者川沙对垒

公共停车场库试点自主定价
陆家嘴成为十个试点区域之一

合庆开展居民区消防演练

书院镇新北村深挖本地民间资源

“美丽庭院”注入文化底蕴

本报讯（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者 章

磊）5月29日，“美丽周浦·美丽家园”征文

演讲决赛在周浦镇周市社区中心举行。

该活动自启动以来，经历征文、演讲预赛

等环节，共收到征文 142篇，91人参加了

演讲预选赛。经过前期预选赛选拔，最终

有 15名选手脱颖而出，参加了最终的决

赛。

决赛选手中，有村居委的工作人员，

有学校的学生、老师，也有退休居民。他

们带着自己对“美丽家园”的理解，与对建

设“美丽周浦”的情感，用演讲的方式向大

家讲述身边的故事。演讲中，15 位选手

从各个角度，用自身经历，表达了自己对

周浦历史人物、文化与精神的所感所悟。

最终，来自东南幼儿园的老师曹锦灵，用

声情并茂的演讲打动了现场观众，荣获一

等奖。

“美丽周浦”演讲赛落幕图为大型歌舞《搏浪飞舟》表演现场。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