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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危化品泄漏如何自救？（三）

附近居民要注意

1、千万不要围观，不要自发组织救

人。

因为不确定内部情况，有可能还会

发生更多次爆炸，波及范围也可能会更

大。

2、保证交通，服从指挥。

让出通道，让救援的交通保持通畅，

避开集中区域，也不要在沿途做自发活

动，不要围观救援。

3、不盲目恐慌，不听信谣言。

及时收看、收听、接收政府通知，如

果有巨大的隐患将影响周围环境，政府

会通过官方渠道通知大家，为大家的撤

退、搬迁做出安排。

4、保持镇静，做好防护。

如果不在危险区域，不必恐慌，大可

保持镇静。如果有担心，可以在条件允

许内做一些自我检查，准备一些日常防

护的用品。

危化品泄漏十分危险，无关人员一

定要远离现场，及时报警。一起来学习

危化品泄漏应急措施。

■本报记者 严静雯

近一个月，居住在张江镇孙桥地区的

白领有了明显的感受：上班路不再堵了。

这样的变化，来源于一条被迅速解决

的提议——6月18日孙桥社区第一届社区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多位社区代表

提出，孙桥地区住着大量附近园区的上班

族，每天早晚高峰造成了道路拥堵，能否

推进军民路（孙耀路—张东路）贯通工程，

以缓解周边道路拥堵现象？对此提议，孙

桥社区党委高度重视，及时与相关职能部

门沟通联系，了解到因区级公路受规划等

诸多因素限制，短期内军民公路无法开工

建设。

那么这个难题难道解决不了了吗？兼

任社区党委副书记、社区委员会副主任的

孙桥派出所所长胡炜峰提出，可以通过改

善交通信号管理措施来缓解交通拥堵。孙

桥派出所第一时间协同浦东公安分局交警

支队多次到小区周边进行踏勘，分析拥堵

根源，寻找解决路径。经反复研究，确定两

条改进措施：一是调整孙环路孙建路红绿

灯时间：增加南北方向红绿灯的通行时间，

减少东西方向红绿灯的通行时间；二是往

北增加一条机动车右转专用道，分流右转

弯车辆，减少直行车辆等候通行时间。该

方案自 7月 24日实施以来，周边交通拥堵

情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具体措施体现了效果，孙桥派出所举

一反三，对其它存在拥堵情况的道路开展

综合治理，进一步缓解了孙桥区域居民的

出行难题。

孙桥社区内既有高大上的张江科学城

园区，也有普通居民区以及大片农村地区，

这样一个“城乡接合部”该怎么管？近几

年，孙桥社区通过基本管理单元建设，搭建

平台、协调资源、畅通民意，让曾经的管理

“难点”变成了社区“亮点”。

孙桥地区是撤制镇，区域内人口众

多。大家普遍反映，去张江集镇太远、不方

便。而基本管理单元的设立，则弥补了这

些遗憾。通过“两委一中心”（社区党委、社

区委员会、社区中心）建设，如今的孙桥社

区将资源下沉到社区家门口，大家可以在

一个社区中心，享受到党群服务、文化服

务、社区事务受理以及健康服务。此外，社

区党委、社区委员会通过经常性走访基层

和定期召开会议，自下而上多渠道收集老

百姓的诉求，为老百姓协调资源解决问题。

孙桥居民还有一个困扰：文化娱乐资

源相对匮乏。面对社区群众对精神文化多

元化的需求，在去年正式成立孙桥社区第

一届委员会之初，孙桥社区党委以党建引

领为抓手，策划了“树新风、扬正气、促和

谐”孙桥社区公益行系列活动。首场活动

联手 16个部门（单位），围绕垃圾分类、美

丽家园建设、“家门口”服务等重点工作，开

展以政策咨询、便民服务、专题活动等三大

类 19项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一站式”公益

集市。“没想到居民的参与热情十分高。”张

江镇党委委员、孙桥社区党委书记、社区委

员会主任徐瑛说，“很多居民在现场问我，

下一次活动什么时候举行？”

有了居民的肯定，孙桥社区又多次举

办了公益行专场活动，包括食品安全宣传、

暑期亲子才艺展示等。最近社区公益行还

走进区域内的新丰村，一系列的活动让城

里的白领对新农村有了切实的理解。徐瑛

介绍，基本管理单元的建设让居民、村民有

了自治共治的平台，大家参与自治管理的

积极性提升了，也更善于“取长补短”发挥

各自的优势。“发展乡村旅游、提高乡风文

明，这是村民的期盼。我们的活动一定要

把人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徐瑛说。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1978年，木制

帆船百舸争流的黄浦江；1985年，河南路

上背对石库门、头戴瓜皮帽的倒马桶老人；

1995 年，人车混杂、熙熙攘攘的南京路；

2010年，霓虹璀璨的世博园区全景；2020
年，即将建成的临港天文馆……一幅图像

展现一个时代的风貌，回眸改革开放迄今

的 40多年间，上海的历史与现实，昔日与

今朝，城市的脉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8月 22日，“璀璨海上温情城厢：余慧

文龚建华摄影作品展”在中华艺术宫开幕。

此次展览以“都市溢彩、创新未来、街

区漫步”三大板块、“活力市区、幸福乐园、

世博记忆、扬帆起航、融合发展、历史印记、

弄堂剪影、世间百态、城市音符、时代节奏”

十个单元来呈现。展览立足于上海的城市

历史和文化底蕴，以摄影家不同的人生感

悟为切入点，共展出余慧文作品 85件、龚

建华作品88件。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日。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杨

德明）“屋前的这条河道通过整治，今年

这个夏天过得特别舒适。原先河水浑

浊，臭气熏人，如今岸绿水清，环境优

美。”最近，住在祝桥镇金星村 9、10组宅

河边的陆先生满脸喜悦，逢人便说。

金星村 9、10组宅河，西临新川南奉

公路、千汇新村，东濒祝桥空港工业园

区，是典型的“城边村”。十多年前，金星

村 10组大部分村民，因修筑新川南奉公

路和浦东国际机场动迁安置房，已先期

安置于千汇新村。10组小部分及 9组的

全部村民还守在这条宅河边。尽管这两

个村的住宅条件改善了，但厨房污水和

卫生间粪水还是直接排放到河中，致使

河水变黑变臭。还有个别村民“近水楼

台先得月”，在河里圈起了围网，河边搭

起了鸭棚，养起了鸭子，加剧了河道污

染。更有甚者，极个别河边村民为解决

停车困难，拉土往河里倾倒填埋，致使河

道变窄，河水流动不畅。

像金星村 9、10组这样的“城边村”，

往东不远便是浦东国际机场，且上海东

站建造在即，随时有被征用的可能。但

祝桥镇坚持将村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在

去年制定了金星村9、10组宅河的整治方

案，并付诸行动。

整治前，金星村委会多次上门与村

民沟通解释，最终说服了这些村民舍小

家顾大家。虽然中间受到了疫情的影

响，但整治还是实现了有序推进：排除岸

边障碍，清除河中淤泥，岸边筑起水泥栏

杆，河坡种植小盆花草，河中安放净水装

置，岸边装起了护栏。如今河道面貌焕

然一新，清澈的河水随风泛起阵阵涟漪，

让人赏心悦目；“我们‘城边村’的优美环

境，一点也不比新村差。”住在河边的村

民由衷赞叹。

本报讯（记者 陈烁 通讯员 严宸）

临港公益书院镇2020年“雨后彩虹”公益

项目日前正式启动。该项目启动后，将惠

及书院镇失独家庭和独生子女伤残家庭，

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今年，针对现有扶助的失独家庭、独

生子女4级以上伤残家庭，书院镇与上海

临港公益基金会合作设立了“雨后彩虹”

公益帮扶项目，旨在通过搭建平台，开展

健康讲座、心理疏导、兴趣拓展、生日慰

问等特色文娱活动和发放春节、夏令慰

问物资，鼓励受助家庭走出家门，增加社

交能力，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此次启动

后，预计项目全年累计受益人数将达

1000人次。

上海临港公益基金会会长邵正平介

绍，临港公益品牌文化的建设是临港集

团“家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金会

将与书院镇加强合作，一起把公益项目

做出成效。书院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程

渡江表示，书院镇将管好用好“雨后彩

虹”帮扶项目捐赠资金，把每一分钱都用

到真正有需要的困难家庭上。活动当

天，上海临港公益基金会向书院镇赠送

慰问卡，双方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书。

自 2016年开始，书院镇设立了五大

帮扶项目，分别是“幸福守护”“同心圆

梦”“阳光护航”“失障关爱”“每日饭饭”，

有力推动了助困、助学、助残、助老等公

益项目向纵深发展。截至目前，五大项

目共累计投入资金 1155万元，受益人次

达10969人，充分发挥了保障和改善民生

的兜底作用。

本报讯（记者 沈馨艺）8月 23日晚，

2020年惠南镇“鑫淼杯”儿童声乐大赛决

赛在禹洲商业广场举行，晋级决赛的“小小

歌唱家”先后登台，一展歌喉。

此次活动由惠南镇文化服务中心携手

惠南“惠民艺盟”成员单位举办。经过线上

海选、线下初赛两个环节，最终有 20组参

赛选手进入决赛，年龄最大的不过 12岁，

最小的仅有 5岁。虽然年龄不大，但决赛

选手们的台风都十分过硬。无论是独唱还

是团队表演，总能让在场观众喝彩叫好。

选手吴晨瑜在决赛上表演了歌曲《天

之大》。清脆甜美的童声和稳健的台风，让

她收获了比赛第一名。“我平时就喜欢唱

歌，让我会觉得心情很好，很快乐。”她说，

“为了这次比赛，我准备了一整个暑假，能

获得冠军很高兴。”

惠南镇文化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场儿童声乐大赛给镇域内的“小小歌

唱家”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提升了

他们的表演能力和综合素质。“我们希望通

过举办此类比赛，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也吸引更多的孩子们爱上艺术，为他们打

开艺术的大门。”

响应民意疏通道路 集聚资源弥补不足

城乡接合部居民生活方便了

看四十余载上海城市图像史
余慧文、龚建华摄影作品展亮相中华艺术宫

“惠民艺盟”为孩子们搭展示平台

“小小歌唱家”亮嗓家门口

“雨后彩虹”助失独家庭走出困境

完成村级河道整治

“城边村”环境焕然一新

本报讯（记者 章磊）上海书展刚刚

落幕，书香继续飘洒在城市的各个角

落。近日，曹路镇在恒越荣欣广场举办

了一场图书漂流展，通过以书易书等形

式，让居民们手中书籍流通起来，营造更

好的阅读氛围，打造书香小镇品牌。

图书漂流展在广场中庭举行，一排排

书架围成了一个四边形，上面摆放了大量

书籍。入口处，两个由数百本书“搭成”的

支架，撑起了“书香小镇”的招牌，构造了

一个入口。活动开幕式上，主办方用一场

诗歌朗诵和一场管弦乐表演，将不少正在

逛商场的市民吸引了过来。

活动之所以称为图书漂流展，在于

现场展销的图书都是二手书。活动承办

方“渔书”的主营业务就是二手书。工作

人员郑静告诉记者，现场参与展销的图

书有一万多册，涵盖各个方面。种类繁

多的书籍，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有人

在书架上翻找自己心仪的书籍，也有孩

子直接拿了漫画书，蹲在地上看了起

来。当天的书籍都以3.8折出售。另外，

活动主办方还设置了以书易书、答题领

券等方式，给市民送上更多优惠。

住在附近的市民李凤妍，从家中整

理出不少看过的书籍过来兑换。把书交

给工作人员查验、登记后，她拿到了好几

张兑书券，随即立刻去挑选自己想要的

书籍。“这样活动非常好，能让看过的闲

置书籍流通起来，让更多人看，发挥更大

的效果。”她说。李凤妍的儿子孙博宁则

参加了主办方设置的答题互动，为妈妈

又赢到了一张兑书券。

借助“渔书”的二手书流通，营造全民

阅读氛围，是曹路镇打造书香小镇品牌的

举措之一。曹路镇党建办副主任张继萍

告诉记者，在上海书展刚落幕之际，举办

书香小镇图书漂流展，旨在延续读书的良

好氛围。“我们希望通过此类活动，让居

民用更低廉的价格读到更多的书，让书

香融入生活，打造书香小镇的品牌。”张

继萍说。

举办图书漂流展 延续书展氛围

曹路打造“书香小镇”品牌

进入决赛的小选手在表演。 □本报记者 郑峰 摄

图书漂流展吸引了众多附近居民前来参加。 □王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