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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巡查员救下轻生女子

康桥城运中心大密度巡逻见成效
■本报记者 章磊
康桥镇的网格巡查员胡桂文最近出
了名，在执行日常巡查任务时，他救起了
一名跳河轻生的女子。这是康桥镇城市
运行管理中心正式运行以来，完善巡查和
联勤联动制度，积极应对突发事件，保障
社区稳定的又一生动案例。城运中心相
关负责人说，
“ 大联勤大联动”机制的启
动，对网格巡查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轻生女子获救
11月6日下午4时许，
胡桂文和同事苏
辉、吴大飞正在第一网格区域执行日常巡
查任务。他们来到秀浦路创业河附近时，

突然听到河对岸有一名女子在大喊大叫。
这名身穿红色外套的女子走了一段
路后，突然爬过河边的围栏，一下子跳入
河中。胡桂文见状，立即脱下衣服，纵身
跳入河中，扑腾着向跳河女子游过去。
苏辉和吴大飞两人一个立即报警、拨
打 120 急救电话，并向康桥镇城运中心汇
报实时情况，另一个则拍摄视频作好记
录，密切关注施救情况。
跳河女子落水处离河岸不远，胡桂文
游过约 20 米宽的河道，
来到女子身边将她
托了起来，并在赶到的其他巡查员的协助
下，将她拉上了岸。轻生女子获救后，情
绪仍十分激动，意欲再次跳河，经过到场
民警的劝导才慢慢冷静下来，随后被 120
急救车送往医院治疗，
所幸并无大碍。

胡桂文赶回住处更换了衣物后来到
橫沔派出所做了笔录。民警调查发现，轻
生女子系附近一家企业的员工，有精神疾
病，情绪波动下产生轻生念头。该女子的
丈夫曾接到其电话称“不想活了”，在女子
跳河之前也曾报警求助。

巡查范围力度加强
网格巡查员救人的消息，第一时间传
到了康桥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
康桥镇城运中心相关负责人说，这次
救人事件体现出城运中心建设的初步成
果。
“大联勤大联动”机制启动以来，执行
网格巡查任务的联勤队伍更加稳定。目
前，这支勤务大队共有 135 人，主要由政

府购买服务的安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特
勤人员组成，平时在六大网格区域内执行
巡查任务。
城运中心设立之后，网格巡查的密度
和力度进一步加强，巡查范围覆盖马路、
街道以及河道等。该负责人说：
“ 此前巡
逻，可能无法覆盖较为偏僻的地方，如今
覆盖范围更大，也正是因此，我们的巡查
员才能及时发现这名轻生女子。”
此外，
“大联勤大联动”机制对网格巡
查员的要求也提高了。
“巡查员在巡查范围
内凡遭遇突发情况，应履行‘举手之劳’责
任，例如，看到路口车辆拥堵，应该主动予
以疏导。”勤务大队的王静告诉记者，针对
新的要求，勤务大队对巡查员的培训也相
应提升。

上海男篮
主场战胜对手
本报讯 （记者 蔡丽萍）11 月 12 日
晚，2017-2018 赛季 CBA 联赛第七轮开
战，上海男篮坐镇主场源深体育馆，迎战
卫冕冠军新疆男篮。最终上海队依靠全
队的出色发挥，以 110 比 104 战胜对手，
迎来四连胜。
自 2002-2003 赛季开始，上海男篮
与新疆男篮在常规赛历史上共交手 30
次，上海队 10 胜 20 负处于下风，在上赛
季的两次交手中，上海队 1 胜 1 负。
首节比赛，客场作战的新疆队率先
进入状态，虽然上海外援明纳拉斯用一
记三分球帮助上海队打开局面，但经过
一次暂停后，新疆队再度领先。首节比
赛结束，上海队 29 比 31 暂时落后。次节
开战，上海队加强了前场篮板的拼抢，
外
援弗雷戴特开始发力，内突外投连得 12
分，上海队以 62 比 61 领先结束上半场。
易边再战，上海队一开场即打出 10
比 0 的进攻高潮，
随后新疆队加强了防守
强度。关键时刻，上海外援明纳拉斯帮
助上海队重新建立领先优势。最终，上
海队以 110：104 战胜卫冕冠军新疆队。
据悉，
连胜 4 场之后，
5 胜 2 负的上海男篮
在 CBA 积分榜上的排名已升至第五。

区机关乒乓球
联赛落下帷幕
本报讯 （记者 徐阳）由新区各机关
单位、街镇组队，共有 44 个单位参赛的
2017 年浦东新区机关乒乓球联赛于 11
月 11 日落下帷幕。经过两个月、两个阶
段的比赛，前 16 名名次全部排定。决赛
阶段的比赛竞争激烈，最终，区税务局一
队获得冠军，
区人社局队拿下亚军，区人
民法院队摘得季军。

洋泾完成
“家门口”
服务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赵天予）日前，洋泾街
道全面建成 38 个“家门口”服务站与 6 个配
置更高的“综合服务园”，
“家门口”服务微
信平台也在开发中。
在羽洋居委“家门口”综合服务园，党
群、政务、健康、自治共治等八大类服务一
应俱全。建设综合服务园期间，居委对现
有空间重新梳理，开辟出咨询台、学习港、
温馨园、乐龄馆、睦邻厅、活力岛、康健苑、
书香阁等八大功能区。
这些功能区为社区自治共治项目提
供了充足的活动资源，这也成为羽洋“家
门口”综合服务园的特色。
“我们在综合服
务园的建设过程中，尤其注重自治共治元
素展示，和自治共治需求的满足。”相关负
责人称。
据悉，洋泾将进一步整合服务资源、
统一服务标准、细化服务规范，真正实现
居委会工作方式和理念的转变，提高各个
功能馆区的使用效率，
扩大服务受益面。
目前，洋泾街道 38 个居委已全部建成
“家门口”服务站，并建成羽洋、星海、泾
东、海院等 6 个“家门口”综合服务园。同
时，街道正在同步开发“家门口”服务微信
平台，届时居民将享受到更加便捷的线上
线下一体化服务。

浦东作家进社区讲
“小巷总理”故事

社区居民进行全民健身展演。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金杨新村街道 2017 体育节闭幕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沈馨艺）11 月
12 日，2017 年金杨新村街道体育节闭
幕。
本届以“凝聚金杨 砥砺前行”为主
题的体育节于 5 月 20 日启幕，其间围绕
趣味类、服务类、竞赛类、展示类四大板
块的全民健身项目，
举办了十余场大、中
型体育健身赛事、展示等。
“此次体育节通过一系列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体育健身展示和比赛活动，
满足了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也在社区
内营造了良好的运动氛围。”金杨新村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许颖说，
“希望社区居
民以本次体育节为契机，把体育精神融
入到学习、工作和生活中，
展现卓越腾飞
的精神面貌。”
闭 幕 式 上 ，金 杨 新 村 街 道 对 2016
年、2017 年期间在群众体育工作中做出

突出贡献的集体、个人以及文体团队进
行了表彰。同时，还进行了社区全民健
身项目展演，
《24 式太极拳》
《中国美》
《魅力上海》……每个展演节目都由 120
名来自金杨街道居民区的文体爱好者参
加。本次展演活动以块区为单位，不仅
对金杨新村街道近两年的社区群众体育
工作进行了回顾，
同时，
也为社区文体团
队搭建了展示自我的平台。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陈志
强）11 月 8 日，浦东本土作家宗廷沼携新作
长篇小说《凤翔一枝花》走进周浦镇周源
社区，与 80 多位居民代表分享创作的心路
历程。
宗廷沼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
作家协会会员、浦东新区作家协会副主
席。去年，70 岁的他创作了长篇小说《凤
翔一枝花》，小说讲述了小脚美女杨小琼
在解放前夕逃婚来到浦东凤翔里，凭着热
情与处理问题的能力，逐渐成为一名深受
居民爱戴的里弄干部。
现场，宗廷沼讲述了小说中“巧识美
女房客”
“ 一枝花闺房风波”
“ 小泥鳅红包
血疑”等故事情节，歌颂了善良、热心、聪
明能干的
“小巷总理”杨小琼。
社区居民曹阿姨拿到了宗廷沼的签
名本，她说：
“与作家面对面沟通交流还是
第一次。感觉宗老师讲的人物、故事，就
像我们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所以特别亲
切。”
宗廷沼说：
“ 作家应该贴近生活、贴近
实际、贴近群众，通过进社区与居民互动
沟通，在宣传作品的同时，也可以倾听居
民对作品的意见。”

长泰广场三周年庆典拉开帷幕
——《印象长泰
印象长泰》
》揭秘

惠南镇举办职工羽毛球比赛
近日，惠南镇举办第四届职工运动会羽毛球比赛。来自惠南镇各直属工会的 95 名
羽毛球爱好者参加本次比赛。比赛分男子单打和女子单打两个项目。经过多轮激烈
争夺，最后分别决出了男、女组冠、亚军。
近年来，惠南镇通过不断创新和丰富群众体育活动形式，各类群众体育活动蓬勃
开展，将体育、文化、人文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创建了一批在全镇有影响的体育品牌赛
事和活动。惠南镇总工会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今年已是惠南镇总工会第四次承办职工
运动会，本次比赛以“羽我同行，羽您同乐”为主题，进一步增强了职工体育事业发展的
凝聚力、感召力和号召力，更在全镇掀起了全民健身的热潮。
□本报记者 须双双 文 见习记者 郑峰 摄

11 月 11 日-11 月 19 日，长泰广场
迎来三周年庆典暨首届文化艺术节。
除了有百家商户优惠活动、千万餐券免
费送、中外街头艺术展、次元偶像嘉年
华外，
还有世界级的视觉盛宴。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要数 11 月 18
日、19 日，
《印象长泰·寻梦尚海》大型多
媒体商业实景演艺秀将带来世界级视
觉盛宴。该演出通过全息投影、真人演
出等形式，创作“沉浸式幻觉”，观众们
在广场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置身星
星点点的灯光幻影中，观看由灯光、投
影等科技手段打造的传奇世界。整个
多媒体演艺秀总耗资近千万元，专门聘
请了北京奥运会文艺晚会和杭州 G20
文艺晚会执导团队及国内知名导演进
行全程制作。整个灯光秀不仅讲述了
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展示了博大精深
的华夏传统文化，更是用艺术化的手
法，表达了对美好中国繁荣发展的深切
祝福。

除此之外，在周年庆活动期间，华
丽梦幻的花车巡游、国外艺术家的街
头表演、知名杂技视觉艺术家徐骏带
来 的 艺 术 表 演 、儿 童 舞 台 剧《龙 娃 起
源》、三支日本人气女子组合带来的纯
正日式组合视听盛宴等，也将给观众

带来特别的体验。
“双十一”没割完的“草”，也可以来
长泰广场继续割。全场百家商户联合
大促，50 家大牌餐饮狂撒大额现金券，
每天都可以抽奖，不限中奖次，中奖率
100%。
（拉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