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黄静）昨天，浦东新

区总工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联合举

办的首届“同筑劳动安全、共创美好生

活”浦东新区安全防护技能大比拼活动

圆满落幕。

活动自 6月开幕以来，全区掀起了安

全技能比拼、安全知识竞赛的学习热潮，

营造了良好的安全氛围。其中，区级层面

举办了安全防护实操比赛，上海高桥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等 9家单位获得职业安全

防护技能大比拼实操比赛一、二、三等奖；

举办职业安全健康知识竞赛，范围覆盖全

区各委、办、局，集团公司、街道、镇和开发

区。历经几个月的初赛、复赛环节，共有

105支代表队进入复赛，并有8支代表队

参加了最终的决赛。

在安全防护技能大比拼活动的闭幕

式上，主办方还举办了职业安全健康知识

竞赛决赛，竞赛中穿插的观众互动环节更

为安全知识宣传加温，进一步提高了职工

们的参与度、广泛性及积极性。

区总工会相关人士表示，新时期、新

时代赋予工会劳动保护工作新的任务、新

的责任，全国总工会十七大提出要切实提

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劳

动保护工作关系到职工的生命权、健康

权，浦东新区将以“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的要求，不断探索更多职工乐于接受、愿

意参加、具有实效的活动形式，不断提升

广大职工的安全意识和技能，提高企业安

全生产的整体管理水平和综合治理能力，

积极营造安全文化氛围，进一步深化全区

安全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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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徐玲）近日，来自澳

门地区的梁杰英完成了在浦东的交流学

习，3个月来，她全面考察了浦东老龄工

作。梁杰英表示，浦东的养老服务既多

元又贴近生活，她将把浦东的经验带回

澳门，并祝福两地的老年人都能拥有幸

福的晚年生活。

“澳门青年人才上海学习实践计划”

是全国政协推动的一项沪澳青年交流项

目，旨在培养澳门未来的治理人才，促进

“一国两制”在澳门深入实践，实现澳门地

区的长期繁荣稳定和健康发展。

在浦东，梁杰英参与了农村睦邻点验

收工作，在今年的敬老节期间，她跟随浦东

新区领导走访了各街镇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和社区里的高龄独居老人。她还参与了新

区老年活动室建设情况汇总会议，到区老

年大学参观学习，观看“红叶风采”中老年

舞蹈大赛等，对全国、上海、浦东新区的老

龄政策法规等都有了详细的了解。

通过 3个月的实地走访，浦东的养老

服务设施、服务队伍、养老政策等让梁杰

英感到了这座城市的温度，“无论是陆家

嘴的时尚老年人，还是偏远地区足不出

户的农村老人，我在他们脸上都看到了

满足的笑容，我要为浦东的养老服务点

赞。”

据悉，6 年来，已有 174 名澳门青年

才俊参加了在上海的学习实践活动。一

批批澳门青年才俊走进开放、现代、美丽

的上海，通过亲身实践、亲身体验，不仅

深化了对内地的了解，感受内地改革开

放尤其是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成

就，而且开阔了眼界、提升了能力、增长

了才干，增强了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的信心和决心。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继 2017年首

届赛事后，2018环法职业绕圈赛·上海站

将于11月17日再次回归浦东。

据悉，2018环法职业绕圈赛·上海站

设置了职业绕圈赛和业余挑战赛。职业

赛将在世博地区举行，将迎来彼得·萨甘、

马塞尔·基特尔、杰兰特·托马斯等车手，

分别来自博拉-汉斯格雅车队、喀秋莎-
欧倍青车队、阿斯塔纳车队、AG2R 车

队、天空车队、米其顿-斯科特车队和巴

林美利达车队等 7支世巡赛车队。业余

挑战赛路线自东方明珠出发，至终点国展

路，参赛者可畅骑浦东滨江景观大道。

本次赛事在推动自行车运动发展的

同时，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体育发展，争取

国际体育赛事、体育明星进校园，特意邀

请两获环法总冠军的阿斯塔纳车队于 11
月16日到访自行车项目奥运冠军钟天使

的母校——浦东三少体，与小运动员进行

零距离接触。

昨天浦东警方发布临时交通管制公

告，11月 16日 23时至 17日 16时，国展路

（上南路至云台路）实施双向封闭；11月

17日 0时至 8时，丰和路全段实施双向封

闭；11月17日5时至8时，明珠塔路、会议

中心路、富城路（陆家嘴西路至会议中心

路）、滨江大道（陆家嘴西路至丰和路）实

施双向封闭。

11月 17日 6时 30分至 8时 30分，明

珠环岛、陆家嘴（南）环路（明珠环岛至银

城中路）、银城中路（陆家嘴﹙南﹚环路至东

昌路）实施单向封闭；浦明路（东昌路至浦

电路）实施双向封闭；浦明路（浦电路至龙

阳路）、世博大道（龙阳路至高科西路）实

施单向封闭；世博大道（高科西路至雪野

二路）、耀龙路（雪野二路至高青西路）、泳

耀路（耀龙路至耀体路）、耀体路（泳耀路

至耀龙路）、前滩大道（耀体路至园照路）、

高青西路（前滩大道至耀龙路）实施双向

封闭；高科西路（世博大道至雪野路）实施

单向封闭。

11月 17日 6时 30分至 13时，国展路

（高科西路至周家渡路）、上南路（博成路

至耀华路）、博成路（高科西路至上南路）、

云台路（雪野路至博成路）、雪野路（周家

渡路至高科西路）实施双向封闭；高科西

路（世博大道至雪野路）、洪山路（雪野路

至浦东南路）、云台路（雪野路至浦东南

路）实施单向封闭；西藏南路隧道（雪野路

出口）禁止车辆驶出。

浦东警方还给出了出行建议，从小陆

家嘴前往世博区域，建议由浦东南路绕

行；途经赛道的非机动车应在人行道上推

行。浦东公安分局及交通管理部门将根

据比赛情况提前或推迟交通管制时间，扩

大或缩小交通管制范围。敬请广大市民

事先做好出行安排，积极配合公安交通管

理工作。

本报讯（记者 周蓓君）日前，张江

高科企业上海智位机器人股份有限公

司向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价

值100万元的创客教育产品，4所随迁子

女学校被授牌“赛复创造力实验室教育

基地”。

近年来，国务院和教育部大力推进

青少年 STEM和创客教育，提倡在中小

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普及推

广编程教育。本次资助将定向服务三个

方面，其中包括，支持本市青少年创新人

才培养、支持本市创客教育普及化，以及

支持上海对口援建地区的科普教育工

作。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将于2018

年至 2020年主办“上海未来工程师”大

赛，此次捐赠的创客教育产品，一部分将

服务于未来工程师大赛，另一部分将援

助贫困地区。授牌的4所随迁子女学校

就将免费得到一批创客教育套件。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9月初，双方还

在商洽捐赠事宜过程中，上海科普教育

发展基金会就得到上海智位机器人的

大力支持。上海智位机器人将价值近

20万元的创客教育套件，通过科普教育

发展基金会，捐赠给上海对口援建的贵

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的十所科技特色学

校，并帮助开展教师培训，为当地的科

普教育工作创造了优质条件。

本报讯（记者 周蓓君）日前，宜家中

国“让我们玩在一起”系列公益活动启动，

活动期间宜家将向中国西部地区捐赠索

古斯卡毛绒玩具系列的全部销售收入。

“让我们玩在一起”系列活动，是宜家

在全球范围支持儿童玩耍和发展的公益项

目，已连续开展3年。今年活动于11月4日
至12月15日期间举行，宜家将捐赠活动期

间索古斯卡毛绒玩具系列的全部销售收

入，以便支持中国西部地区的乡村儿童更

好地玩耍和成长。去年，宜家捐赠了索古

斯卡毛绒玩具系列的销售收入50万元，为

四川达州和甘肃天水的5所学校开展了运

动汇项目，受益儿童共计2000余名。

索古斯卡是由儿童设计的毛绒玩具

系列。宜家已连续 4年举办毛绒玩具绘

画比赛，邀请世界各地的儿童画出他们梦

想的毛绒玩具。每年，宜家都会选出数个

最为独特的创意并将它们制成毛绒玩具，

组成索古斯卡限量毛绒玩具系列。今年，

武汉一名小顾客的“粉红独角兽”入选索

古斯卡限量系列。

1982 年，上南二村 63 号的肖家迎娶了金莱

琴。岁月如梭，今年金莱琴 60 岁了，她说，婆婆

是个很能干的人，婆婆经常对子女说：“要做一

个好人！”由于老人的教诲，肖家老少彼此相亲

相爱。

金莱琴的爱人还在上班，一切家务事都由她

一人承担，金莱琴几年如一日，任劳任怨地照顾

着两名老人。公公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有皮肤

病，身上有时散发着臭味，但金莱琴从不嫌弃。

2006年，婆婆因病瘫痪在床，一躺就是 7年。起初

的两年里，婆婆每天吵闹，家人都没法安心睡觉，

但金莱琴无怨无悔地每天陪在老人身边，安抚她

直到入睡。

渐渐地，婆婆越来越依赖金莱琴。因为婆婆

大小便失禁，金莱琴每天都要早上4点起床烧水为

婆婆擦身、换衣服，以免老人生褥疮。做完早饭

后，还要一口口喂给婆婆吃。因为老人不能起身，

金莱琴做完这些事后还要帮老人按摩全身，晚上

也会为老人再次擦洗身子，这样的身体清洁每天

有3次。为了两位老人一日三餐的营养，金莱琴也

动足脑筋，并精心准备。婆婆因大小便失禁每天

换下的衣服有十多件，金莱琴只能利用老人休息

时间赶紧清洗。

在照顾婆婆的同时，公公身体状况也每况愈

下。有一次，婆婆刚把大便拉在了身上，金莱琴正

在为她清洗，这时，公公突发不适，眼看人快不行

了，金莱琴赶忙又是掐人中，又是掐虎口，老人才

终于慢慢地苏醒过来。

2011年的一天早上，婆婆正斜靠在床上，金莱

琴发现老人的脸色不对，伸手一摸，婆婆手脚在变

冷，眼神也发直，喉咙里发出一阵阵轻微的呼呼

声。这可把金莱琴急坏了，她连忙叫来丈夫，两人

一边打120急救电话，一边轮流口对口吸老人喉咙

里的痰。几口浓痰吸出后，老人慢慢缓过气来，手

脚也渐渐变暖了。事后两人都后怕，如果当时没

有正确处置，老人可能这口气就缓不过来了。金

莱琴精心照料婆婆，直至2013年婆婆过世，享年94
岁。

之后，公公也因病瘫痪在床上，金莱琴继续坚

持日日夜夜地照料，老人至今没有生过褥疮。金

莱琴还天天翻花样烧菜，最大限度满足老人的口

味。公公一直对来看望他的朋友说，每天看到这

个儿媳妇他就安心了。

“每天看到这个儿媳妇就安心了”
——金莱琴家庭事迹

2018环法职业绕圈赛本周六登陆浦东

浦东警方发布赛区交通管制信息

家居企业和儿童一起“玩公益”

浦东安全防护技能大比拼落幕

澳门青年人才考察浦东养老业

爱心企业助力“未来工程师” 摩根大通企业
竞跑赛助力公益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11 月 16 日

起，16号线所有大站车将均停靠临港大

道站，以适应海昌海洋公园开业后可能带

来的大客流。

据申通集团介绍，从今年 10 月 1 日

起，毗邻 16号线临港大道站的海昌海洋

公园进入试运营阶段，受此影响 16号线

的客流压力进一步增加，特别是临港大道

站极端情况下或出现车站大客流现象。

为此地铁运营方未雨绸缪，前期积极准

备，从 10月 1日起，16号线已启用新列车

运行图：逢节假日及双休日，增加临港大

道站为16号线大站车停靠点。

为了进一步缓解工作日时段临港大道

站大客流情况，11月16日起，16号线再次启

用新图，届时工作日时段，16号线也将增加

临港大道站为大站车停靠点。即：16号线工

作日及双休日、节假日，大站车均停靠临港

大道站。需要注意的是，16号线工作日及双

休日、节假日大站车停靠临港大道站的首末

班次时间上有所不同，工作日停靠临港大道

站的大站车，往滴水湖方向第一班为7点40
分，最后一班为19点12分，往龙阳路方向，

第一班为 8点 59分，最后一班为 17点 39
分。双休日及节假日停靠临港大道站的大

站车，往滴水湖方向第一班为9点37分，最

后一班为18点49分，往龙阳路方向，第一班

为9点46分，最后一班为17点08分。

明日起16号线所有大站车
停靠临港大道站

职业安全健康知识竞赛现场。 □本报记者 黄静 摄

本报讯（记者 徐玲）11月13日，第

八届摩根大通企业竞跑赛上海站赛事举

行，来自 200余家企业的 5000名选手共

同参与，5.6公里赛程结束后，摩根大通

代表所有参赛选手向友成基金会捐款，

支持一项跨境电商人才知识技能培训慈

善公益项目。

此次上海站比赛在东方体育中心开

跑，选手们在自由奔跑的同时充分感受上

海这座城市的壮丽和日新月异的发展。

摩根大通企业竞跑赛提倡健康的生活方

式、团队友谊与协作，选手们可以一路飞

驰或慢跑、竞走，尽情享受比赛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