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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元宵

本报讯（记者 章磊）“在这样

的老建筑里猜灯谜、做灯笼，感觉

完全不一样，传统味道十足。”昨天

是元宵佳节，家住高桥镇西街居民

区的傅云芳阿姨在叶辛书房举办

的庆元宵系列活动中感受到了独

特的节日氛围。

在代表着欢乐祥和的元宵节，

高桥镇结合“15分钟文化服务圈”

建设，推出了“元宵佳节明月圆 和

谐欢乐中国年”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将深受居民喜爱的活动送到老街、

居村等文化阵地，让居民在“家门

口”享受传统文化艺术的熏陶。古

色古香的叶辛书房内，200个红灯

笼营造出浓郁的喜庆氛围，下面悬

挂的灯谜更是包罗万象，涉及天文、

地理、历史、艺术等诸多方面，吸引

着前来参加活动的市民游客开动脑

筋。另一旁，传统手工“福虎彩灯”

的制作吸引了不少市民。年仅5岁
的张雅楠在妈妈的指导下，全神贯

注地制作着自己的彩灯。“做完了以

后我要拿给我的朋友们看。”她说。

此外主办方还特意准备了高

桥特色的松饼，供市民游客品尝。

而在潼港一村“家门口”服务站开

展的另一场系列活动中，高桥松饼

的非遗传承人更是亲自来到现场，

教授松饼的制作技艺。在这个以

非遗技艺为特色的活动现场，上海

绒绣手艺人、传统剪纸达人等还现

场传授技艺，让居民沉浸式体验非

遗文化与传统文化融合的魅力。

而在陆凌村“家门口”服务中

心的活动现场，本地美食成为了主

角，除了寓意甜甜蜜蜜、团团圆圆

的汤圆，村里的阿姨们还兴致高

涨地做起了地方特色的各类美食，

草头饼、塌饼、茄子饼……民间美

食的融合展示，也增进了邻里之

情。而这份社区之爱，最后还传递

到了附近老年人以及消防官兵的

手中，让他们共同感受到传统节日

的喜庆氛围。

高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

形式多样的庆元宵活动，不仅有利

于弘扬传统文化，进一步满足广大

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激发了群

众参加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加大了

“家门口”文化服务站的文化辐射

作用，增进了居民之间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为“家门口”的文化服务建

设添砖加瓦。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猜灯

谜、吃汤圆，打卡景点赢奖品……

为庆祝元宵佳节，三林老街昨天张

灯结彩、喜气洋洋，为社区群众和

市民游客呈上一场丰富多彩的闹

元宵活动。

包括老街饭店、久久圆、民间

传菜、本帮馆在内的沿街 4 家饭

店，现场搭起炉灶，由饭店师傅示

范如何包汤圆，和志愿者们一块

儿现做现煮，再免费分发给大家

品尝。三林本帮馆的负责人介绍

说：“为了庆祝这个元宵佳节，我

们准备了 20斤到 30斤的糯米粉，

还有四五十斤的馅心，招待来往

的客人。”

“十五还没过就是年。大家一

起猜灯谜、吃圆子，真开心。”现场

的一名王阿姨开心地说到。

而主会场灯谜区围绕中医药

文化、元宵历史、自然科学等共出

灯谜 200 条。上海徐浦中医医院

的医生和工作人员也来到现场，

为市民游客提供免费的医疗咨

询、猜灯谜奖品等等。上海徐浦

中医医院院长陈令霄说：“元宵节

是我们祖国的传统节日，中医文

化也要融入其中，让更多人了解

中医。”

三林老街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罗勇表示，活动的主办受到了方方

面面的支持，包括浦东绕龙灯陆大

杰工作室、浦东新区摄影家协会、

三林镇社区学校、上海徐浦中医

医院以及老街商盟，都发挥自身

的特色和优势参与其中。希望通

过一场这样公益活动，既为老街

带来人气，也为街坊们提供服务，

同时丰富传统的文化，助力老街

的文化传承。

打造引领区打造引领区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服务于地铁2号线、7号线的地铁龙

阳路基地，体积庞大的车库里，每天一辆辆地铁列车进进出出，

而且这里还是一个隐藏的“发电厂”——车库顶上的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这还只是上海地铁中“自来电”功能的车库中的

一个。记者获悉，上海地铁的川沙、封浜和九亭基地的屋顶分

布式光伏项目近期已完工，3个项目总装机容量12.4兆瓦，正式

投运后，预计年均发电量约 1170 万度，年均节约标煤约 3370
吨，年均减排二氧化碳约9220吨，节能减排效果显著。

地铁川沙基地毗邻2号线远东大道站，是龙阳路基地外，又

一个服务2号线的地铁基地。封浜基地是此次三个项目中装机

容量最大的一个，达到了 6.56兆瓦，年发电量约 670万度，主要

为地铁 14号线的检修、基地运营提供绿色电能，也体现了地铁

14号线作为我国首条全线以绿色三星级标准进行设计和建设

的轨道交通线路，将绿色理念贯穿了从规划设计到运营维护的

全过程、全周期。为推进项目的高质量建设，提高整体发电效

率，在项目设备选型上，均选择了与行业头部厂家合作，采用了

高功率光伏组件以及高安全性检测功能的光伏逆变器，为项目

整体收益和安全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利用太阳光能为地铁提供清洁无污染的绿色电力，是上海

地铁近年来贯彻执行高标准的“绿色轨道交通”理念的重要一

环。目前，上海地铁有新能源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已完成了四

期，一期 10兆瓦（川杨河、金桥、治北车辆基地），二期 6.8兆瓦

（龙阳路、富锦路、三林车辆基地），三期 7.4兆瓦（中春路、北翟

路、陈太路、浦江镇车辆基地），四期12.4兆瓦（封浜、九亭、川沙

车辆基地），总装机容量达36兆瓦，年均发电量约3600万度，为

上海地铁不断提供绿色清洁能源。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上海市公共汽车和电车乘坐规

则》（以下简称新版《乘坐规则》）正式近日实施，针对行业出现

的新情况、新问题，明确了相关的规定。为了让乘客更快地熟

知新版《乘坐规则》的要求，杨高公交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对新版

《乘坐规则》进行张贴。自2月14日起，公司所有公交车厢内公

示栏、首末站上“四牌一图”宣传栏正在分批陆续进行更换，共

涉及 60个公交首末站、82条营运线路和 955辆公交车辆，该更

换工作计划于本月底全面完成。

792路陈春路公交首末站作为首批更换“四牌一图”的公交

枢纽站之一，宣传栏内的内容已更新完毕，在线路示意图的下

方已经换上了新版《乘坐规则》。与2016版相比，新规在乘客安

全乘车、文明乘车，以及支付方式等六个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调

整，包括禁止车厢内饮食、禁止携带活禽及及鸡、狗（导盲犬、军

警犬除外）等动物、禁止电子设备外放声音、严禁携带充气气

球、电动自行车、电动代步车等可能危机行车安全的物品乘车

等禁止性条款，新增了疫期间佩戴口罩，轮椅应当移动至无障

碍区域并安全固定等管理规定，乘客免费带领儿童数量也增加

到两名等等。为了让乘客更直观地了解到新规变化，杨高公交

还通过在各大首末站内增加“小喇叭”广播、在显眼位置张贴海

报、拉横幅等方式，进一步提高乘客对新规的知晓度和认可度，

提示乘客在场站内自觉佩戴口罩以及禁止乘车行为的情形。

为了更好地落实执行新版《乘坐规则》规定，公司提前对

451、313、343、大桥六线、隧道六线、455、775等8条跨江线路、夜

宵线夜间乘坐情况进行了排摸，开展一线调度员、驾驶员对新规

内容的培训和宣贯。在过渡期，杨高公交还将增派志愿者队伍，

向乘客做好政策解释，维护文明乘车秩序，保障乘客安全出行。

古镇老街欢庆元宵佳节

三林老街:公益庆元宵 助力老街文化传承

川沙基地等三个屋顶光伏项目完工

地铁车库还能“自来电”

新版《乘坐规则》上线
车辆场站加强宣传更新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昨日下午，区人大常委会2022年学

习研讨会在新区办公中心举行。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田春华主

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单少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刘宇青、李国华、黄宏、马嘉楠、倪倩出席会议并就

相关工作发言。

会上，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了区人大常委会

2022年度工作要点。区人大各专工委负责人，陆家嘴街道人大

工委、张江片区人大工委、金桥镇人大负责人依次就如何做好

年度工作，更好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发言。

田春华指出，2022年新区人大工作在理论武装方面要有新

提升，在法治保障方面要有新突破，在监督工作方面要有新成

效，在代表工作方面要有新举措，在自身建设方面要有新气象，

以更加奋进的作风、务实的举措，完成自己的使命。

单少军代表区委对今年人大工作提出四点意见。他指出，

2022年新区人大要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凸显更高站位；进一

步强化中心意识，展现更大作为；进一步强化人民意识，体现更

高水平；进一步强化担当意识，发挥更强作用，为浦东打造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提供有力支撑与强大动力。

■本报记者 赵天予

老干部、老军人、老劳模、老教

授的智慧与人生故事，是宝贵的社

会财富。在潍坊新村街道，他们的

活力再次被调动起来，积极投入到

党员学习教育中。而潍坊新村街

道社区党建办主任、“好干部”顾红

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她组

建的 10 个功能性离退休干部党支

部，让退休党员“达人”重新走上讲

台，发挥余热、实现自我价值。

“我负责的业务主要包括社区

党建、干部人事和老干部工作等，

其中在老干部工作岗位上已经连

续工作了 6 年多，对这些老同志非

常熟悉，知道他们各自身怀绝技，

也有着为年轻人发挥余热的热情，

所以我一直在努力搭建平台与组

织，让他们能够融入社区、发挥作

用。”顾红玉说。

为此，顾红玉与他的团队充分

排摸街道离退休党员干部情况，试

点按照“地缘、兴趣”的关系，组建

了 10个功能性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并建立健全相关学习活动、关心服

务、“双报到”等制度。老干部有了

组织还缺活动场地怎么办？她利

用自己负责社区党建工作的资源

优势，协调整合多方力量，在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党群服务站点和居

民区设立离退休干部之家，引入辖

区阵地资源、企业资源，为离退休

干部党员服务、活动、了解社会发

展提供窗口。

在此基础上，一名名有能力、有

特长，同时有意愿为社区服务的老

干部、老战士、老劳模、老教授纷纷

自告奋勇，而顾红玉为他们搭平台、

建舞台、上讲台，引导他们走出家

门、融入社区，发挥作用、实现价值。

由此，街道“五老”队伍补充了

生力军。他们积极投入到未成年

人工作中，在青少年思想教育、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等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离退休老干部们还组建“望

江驿 8号”离退休支部志愿者团队、

党建巡讲团志愿服务队、“潍坊园”

爱心护园志愿服务队等队伍，在志

愿服务中主动参与社区治理。

“我还特别注重鼓励老干部中

的‘能人’‘达人’更多地参与社区

建设：抗战老兵钱老多次为社区孩

子讲述抗战故事，开展‘四史’学习

教育；退休干部冯老师贡献出自己

的收藏，建设‘烟画博物馆’，丰富

社区文化生活；唐老师则年年走进

爱心暑托班，用经典故事在孩子心

中播下红色种子……”顾红玉说。

此外，顾红玉还进一步规范离

退休干部党组织的组织设置，使其

进一步发挥出战斗堡垒作用。她指

导离退休干部党组织规范开展“三

会一课”及主题党日活动，并依托区

委老干部局、区委党校、市区两级党

建阵地等资源，通过座谈研讨、情景

党课、电影党课等多种模式开展学

习活动，使老同志始终在思想上、政

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

时，老干部围绕建党 100周年、浦东

开发开放 3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

以及垃圾分类、疫情防控等重点工

作，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充分展示出

离退休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在让老干部老有所为的同时，

顾红玉也时刻关注青年干部的成

长。她建立社区干部培训体系，持

之以恒推进“两培”计划，面向公务

员、事业人员、居民区书记及全体

社工开展分层分类的培训。她表

示，“好干部”的荣誉会督促她在工

作中继续努力奋斗，为浦东打造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贡献自

己的力量。

区人大常委会举行
2022年学习研讨会

帮助老干部实现自我价值
——记潍坊新村街道社区党建办主任顾红玉

高桥镇：活动形式丰富多彩 社区居民凝心聚力

元宵节活动现场，一位市民在猜灯谜。 □本报记者 章磊 摄

三林老街昨日现场包汤圆。 □王杨 摄

川沙基地等三个屋顶光伏项目完工。 □受访单位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