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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茂大厦88层观光厅近日迎来
了3只可爱的小香猪。春节期间，小
香猪们与新年登高的市民游客，一起
喜迎猪年。

本次春节活动围绕“金猪喜迎春，
云端拜大年”的主题展开，3只可爱的
小香猪穿着精致的迎新服亮相。金茂
88层观光厅内，工作人员为小香猪们
打造了栅栏农庄，还精心准备了专属
小窝。活动现场，游客争相与可爱的
小香猪合影留念。

图为游客正与小香猪亲密互动。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张敏）2月6日，农

历大年初二，伴随天气转好，申城各大

景点普遍迎来大客流。当天上午 11
时，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核心区客流

就超 5.5万，同时上海野生动物园、海

昌海洋公园等热门景点也迎来了大客

流，浦东警方根据相关工作预案，采取

措施确保景区周边交通畅通，治安平

稳有序。

每到节假日，作为热门景点的上

海迪士尼乐园总会迎来一波大客流，

这个春节长假也不例外。初二早上 7
点，乐园入口处，候场人流望不到尽

头，500米外的轨交站点，游客还在不

断到来。

针对近年来迪士尼乐园的高人

气，公安部门已设置多套预案，按梯次

采取管理措施：乐园主入口处，隔离

栏、铁马、警戒线依次上阵，同时为未

带包游客开辟绿色通道，加快客流疏

导；迪士尼P1至P6停车场，春节期间

交替开关分流自驾车流，同时，在度假

区核心区共计 1 万个停车位的基础

上，做好开辟核心区旁应急停车区域

的准备。

除了上海迪士尼乐园外，野生动

物园也迎来了客流高峰。配套的野生

动物园停车场均处于饱和状态。浦东

交警开辟了航三路和人民西路等道路

作为临时停车场。同时，位于临港的

海昌海洋公园也迎来了游园大客流。

浦东交警增派警力在道路上进行疏导

指挥，确保海昌海洋公园周边道路畅

通。由于客流集中，初二上午 11 时，

海昌海洋公园配套的停车场以及雪绒

花、临港大道P+R配套停车场已呈饱

和状态，交警开辟了夏栎路、环湖西三

路、花柏路等道路供游客临时停车。

春节假期，浦东陆家嘴游客络绎
不绝，标志性景点东方明珠塔前，巨大
的“新春快乐”字样烘托出浓浓年味
儿，市民游客纷纷前来排队登高，寓意
新年吉祥如意、步步高升。东方明珠
259米高的全透明观光廊也贴上红色
剪纸，为新春增添了年味。

图为游客登上东方明珠后拍照留

念。

□徐网林 摄影报道

■见习记者 沈馨艺 本报记者 章磊

2月 1日，周浦镇界浜村的 40余名村

民从村“美丽庭院”试点组出发，走到终点

“家门口”服务中心，用健步走迎接新春的

到来。一路上，村民们欣赏着村里这一年

的变化。村民高阿华说：“村里的环境越

来越好，可以说处处是景点。”

界浜村党总支书记姚辉介绍，此次健

步走活动的起始站界浜村 2 组已在 2018
年实现了特色型“美丽庭院”创建工作，此

外，9组、13组及 14组也都升级为提升型

“美丽庭院”。“作为上海市美丽乡村，今

年，界浜村将完成提升型‘美丽庭院’创建

工作全覆盖，并以此为抓手，结合河道水

系提升等工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他说。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宅前屋后的面貌焕然一新、白墙上

“开满了桃花”、百年老宅变身“幸福

屋”……经过一整年的“美丽庭院”创建，

界浜村的面貌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当天的健步走活动中，村民们走进

村里的角角落落，发现了不少平时忽略的

美景。高阿华感叹道：“空气好、景观佳，

走在路上心情都变好了。”

来到界浜村“家门口”服务中心，村民

们发现，经过提质增能后，服务中心的功

能更齐全，为民服务的空间也更大了。2
月 1日，新区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们在服务

中心的文化服务站现场泼墨，为村民们免

费写春联、送“福”字。

“近阶段，我们正在走访慰问村里困

难家庭、高龄老人等特殊人群，为他们送

上新春祝福。”界浜村相关工作人员说。

通过健步走的形式，村民们对界浜村

2018年的各项工作成果有了更直观了解。

上述工作人员说：“我们希望大家积极参与

今年的创建工作，共同打造美好家园。”

打造令村民满意的家园

今年，界浜村将在“桃源界浜”的基础

定位上，推动各类资源流动起来，进一步

打造令村民满意的“美丽家园、绿色田园、

幸福乐园”。

根据一组一特色的创建方案，界浜村

将于今年 3月底前完成全村 18个组的提

升型“美丽庭院”全覆盖验收。“另外，现有

的9组、13组及14组提升型‘美丽庭院’也

将在年内升级为特色型。”姚辉说。

另一方面，界浜村将结合劣V类河道

和断头河整治，在年内全面提升村内河道

水系。“我们已与专业设计院合作，规划村

里所有河道的水系提升方案。”姚辉说。

同时，界浜村也将加快推进污水纳管铺

设，从源头改善并提升整体水系。“目前，6
个村组的污水纳管工作已经完成，我们计

划在今年上半年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

此外，界浜村将拓展“美丽庭院”建设

外延。针对田边围栏样式参差不齐、田间

肥料随意堆放等问题，界浜村计划通过

《村规民约》进行规范与约束。不仅如此，

《村规民约》还将在各方面规范村民的各

类行为，成为界浜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

有力抓手。

本报讯（记者 吴燕）过期食品、腐

败的花卉绿植、塑料瓶、废旧灯管、过期

药品……你知道它们分别属于哪类垃圾

吗？春节假期，上海科技馆在“地球家

园”展区推出了全新的“垃圾分类”互动

游戏，体验过趣味游戏的观众，对此有了

清晰的认识。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于 7
月1日起施行。“如何将生活垃圾进行正

确分类”成为一大热门话题。上海科技

馆希望通过此次对垃圾分类互动游戏的

微更新，在市民中大力普及最新的垃圾

分类知识，引导大家逐步养成主动分类

的好习惯。

“你们知道这些垃圾怎么分类吗？”

在“垃圾分类”展项旁，工作人员拿着一

叠印有各种图案的卡片，为游客朋友们

普及相关知识：有害垃圾桶是红色的，用

来存放废电池、废灯管、废药品、废油漆

及其容器等对人体健康或自然环境造成

直接或潜在危害的废弃物；可回收物垃

圾桶是蓝色的，用来存放废纸张、废塑

料、废玻璃、废金属、废织物等适宜回收

和可循环利用的废弃物；湿垃圾桶是棕

色的，存放食材废料、剩菜剩饭、过期食

品、瓜皮果核、花卉绿植等易腐的生物质

废弃物；干垃圾桶是黑色的，存放除有害

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

废弃物。

了解了垃圾分类知识后，孩子和

大人们一起玩互动游戏。游戏分为内

场和外场，外场有一块触控大屏，滚动

显示各种垃圾，屏幕上方是红、蓝、棕、

黑 4 种颜色的垃圾桶。游戏者要点击

各种垃圾，将它们移到对应的垃圾桶

内，操作正确即可得分。内场与外场

游戏同时进行，内场游戏最多可有 4人

参与。

游戏开始后，一个个由外场游戏者

“打包”的垃圾袋在大屏幕上从天而降，

内场游戏者的脑袋晃来晃去，要接住对

应的垃圾袋，忙得不亦乐乎。

春节期间一同亮相科技馆的，还

有全新引进的智能机器人。在“机器人

世界”展区中心区域，多名机器人一起

伴着神曲《小苹果》翩翩起舞。除了会

跳舞，它们还能通过对楼梯的图像识

别，智能找寻楼梯位置，不断调整姿态，

完成爬楼梯的动作等。

另据上海科技馆提供的最新数据

显示，今年春节期间，除去除夕闭馆进行

设备设施检修保养外，大年初一至初六

6天，上海科技馆共接待游客 21.88万人

次，同比增长 35.23%。大年初四当天的

客流量更是高达4.5万人次，创下了上海

科技馆自 2015 年推行瞬时最大承载量

限流制度以来的单日最大客流。与此同

时，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6
天共接待游客 11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14%。

初二浦东各旅游景点迎来大客流
新区警方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周浦界浜村：

与村民共建美好家园 村里处处是景点

上海科技馆春节
假期“微更新”
趣味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本报记者 章磊

在医院挂完水后，73岁的施励临没有

回家休息，而是又跑到了小区居委会旁的

“睦邻园艺坊”忙活了起来。“700 多盆花

草，总需要有人照料。”他说。

“睦邻园艺坊”是高行镇东力新村居

委开展的自治金项目之一，也是“美丽家

园”建设的成果之一。东力新村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周静已经计划好，在新的一年进

一步借助居民自治的力量，通过“美丽楼

道”建设等，让家园变得更“和美”。

“六邻”微更新项目

走进东力新村小区，一幅手绘的睦邻

地图跃然眼前。除了一幢幢楼的编号，地

图上还有一些特殊的标注：“语邻缤纷屋”

“聚邻大道”等。“这‘六邻’，是我们在2018
年打造的社区微更新项目，借此凝聚居民

的力量，建设美丽家园。”周静说。

距离手绘地图不远处便是“聚邻大

道”的标识。作为小区的主干道，路边的

草坪里精心设计了伞状的小彩灯，与一丛

丛五颜六色的小花相映成趣。

“乐邻绘景”，用小区里孩子们的绘画

装饰了非机动车棚的墙壁；“观邻广场”设

置了供大家娱乐的小舞台……一处处微

景观，让整个东力新村小区平添了不少诱

人之处。“虽然东力新村是一个建成于上

世纪 90 年代的老小区，但我们正集聚居

委、居民的力量，让小区更加‘和美’。”周

静说。

最能体现自治共治的，还得算是“睦

邻园艺坊”。从堆放“僵尸车”和杂物的场

所，变成一处 40多平方米，有着 700余盆

各种绿植的“小花园”，背后是居民志愿者

的无私付出。

作为园艺坊的负责人，施励临无疑是

“大功臣”。每天一大早，他就会来到园艺

坊照料各类花草，中午简单回去吃口饭，然

后回来继续工作到吃晚饭。不少居民笑

称：“老施的工作时间比居委干部还长。”

如今的园艺坊，不仅是居民赏花的场

所，还提供花草寄养服务。

园艺坊培育出来的各种小绿植，通过

志愿活动积分兑换、慈善售卖甚至赠送的

方式，进入到居民家中。而所得钱款，则

进入了爱邻基金。

“六邻”项目的成效，以及居民的参与

积极性和热情，让周静的信心更强了。新

一年的“和美东力”打造方向，她已经有了

计划。

“四和”楼道建设

“我们打算选取部分楼道作为试点，

开展‘四和’美丽楼道建设工作。”她介绍

说，“四和”包括和善、和谐、和乐、和睦，既

涉及居民家庭内部的和睦，还有居民相互

之间、尤其是业主和租户之间的和谐。

而新的“和美”打造计划，主要依靠的

仍然是居民自治的热情。让周静感到欣

喜的是，已经有居民自发行动了起来。

家住58号102室的黄师傅，在楼道门

口制作了仙鹤等景观，为美丽楼道建设起

了个头。栩栩如生的仙鹤，吸引了不少居

民的眼光。

高行东力居委：

借助居民力量 让家园变得更“和美”

金猪
迎春

新年
登高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农历新年伊

始，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地已

是一派忙碌。日前，在东营进行试验试

飞的C919大型客机 102架机重返上海，

初四当天进入浦东总装车间，102、103、
104 架机三种研制阶段的 C919 大型客

机同框亮相。

春节期间，中国商飞一线研制人

员继续进行着“硬仗”，初四至初六，

生产线上有 1700 余人次坚守一线制

造生产。

而在 2018 年，中国商飞公司扎实

推进产品研制经营和公司发展建设，

ARJ21 项目市场开拓取得重大突破，

航线运营安全平稳；C919 项目完成重

大试验，103 架机成功首飞；CR929 项

目确定总体技术方案，展示样机精彩

亮相。

C919三机
“齐聚”浦东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