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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泥路变柏油路 公交从 0 条到 25 条
——曹路镇交通变迁记

■本报记者 章磊
“龚路支路要是打通了，以后出门更加
方便了。”近日，看到新区规划资源局最新
公示的新建道路规划，曹路镇永和村不少
村民对此充满期待。
烂泥路、石子路逐渐销声匿迹，取而代
之的是宽阔的柏油马路；公共交通从无到
有，从有到多，不断发展。几十年间，位于
浦东新区东北角的曹路镇，出行正越来越
便捷。
从
“交通基本靠走”
，
到自行车、
摩托车、
小轿车，
直到如今习惯了轨交出行，
今年 70
岁的曹路
“土著”
张惠民，
对此深有感触。

“八纵五横”
的道路网
1963 年，张惠民上初中，要从当时的
顾 路 镇 民 众 村 走 3 里 路 ，到 龚 路 中 学 上
课。在他的记忆中，村间都是烂泥路，每天
到学校要走起码半小时。

“交通基本靠走”的日子，在 1976 年宣
告结束。那一年，张惠民结婚，买了人生中
第 一 辆 车 ——28 寸 的 凤 凰 牌 自 行 车 。
2000 年，
“凤凰牌”换成了“凯撒牌”轻便摩
托车。2010 年，
“ 二轮”升级成了“四轮”。
如今，张惠民已经成了“老司机”，工作、出
游、接送孩子，都由他掌握方向盘。
“要不是道路越修越好，有车也没用。”
这是张惠民多年来的感受。
几十年来，烂泥路、石子路逐渐销声匿
迹，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柏油马路。曹路
镇规建环保办的沈杰介绍，曹路镇正在构
建
“八纵五横”的交通格局。
从曹路镇行政区域图上清晰可见，南
北走向的有顾唐路、华东路、顾曹公路、川
沙路、凌空路、东川公路等，东西走向则有
虹星路、秦家港路、金海路、上川路等。
“这当中，有些路原本就存在，翻修拓
宽成现在的样子，比如顾曹公路、东川公
路，还有一些公路则是几十年间新开通的，
比如凌空路、华东路等。”沈杰说。

构建莎车
“旅游+”立体化发展格局

“文化润疆”连结沪莎两地情谊

一条条马路构成四通八达的路网，让
曹路镇居民的出行不再麻烦。
“以前去川沙
看电影，11 公里的路骑车过去要一个多小
时，现在，开车不到 20 分钟就到了。”张惠
民说，
“路通了，
去哪儿都方便。”
近段时间，
张惠民不怎么爱开车了。
“地
铁9号线开通后，
公共交通出行也很方便，
我
们老百姓出行又多了一个选择。
”
他说。

公共交通从无到有
2000 年，龚路、顾路两镇合并成如今
的曹路镇。19 年间，曹路镇公共交通从无
到有，
从有到多，
不断发展。
“那时候，我们这里有种说法，叫‘龚路
顾路，两路并一路，走投无路’。”同是“土
著”的沈杰说，
“因为当时没有一辆公交车
从曹路始发，
老百姓公交出行很不方便。”
为了满足老百姓的出行需求，曹路镇
政 府 与 公 交 公 司 协 商 ，开 通 790 路 公 交
车。2001 年，790 路正式开通，曹路居民终
于有了第一条从家门口始发的公交线路。
在那之后，曹路镇里的公交线路不断
增加。截至目前，已有 25 条公交线路，有
在镇域内连通各个村子的
“村村通”公交线

路，也有通往世纪大道地铁站、东昌路渡口
等交通枢纽和中心城区的线路。
2013 年底，轨交 12 号线东段金海路站
至天潼路站开通运营，曹路居民公交出行
又多了一个选择。2017 年最后一天，轨交
9 号线三期开通试运营，
“好事成双”
。
最近，家住曹路中虹家园的司徒国伟
去了一趟松江的丈人家。
“不用麻烦儿女开
车送，自己坐地铁过去，两个小时不到就到
了，
比以前缩短了近一半时间。”他说。
司徒国伟是“新曹路人”，2012 年从虹
口区虹镇老街动迁到曹路。刚到曹路时，
这个“老浦西”很不习惯。
“出门只有一辆公
交车，班次还少，每次起码要等上 30 分钟
左右，
到浦西办个事，
基本一天就过去了。”
与司徒国伟一样，
不少动迁来的
“新曹路
人”
都盼望着出行更便捷。几年间，
公交线路
的逐渐增加，
给了他们一份满意的答卷。
“现在光是我们小区门口，就有 9 条公
交线路，
到哪里都方便。”司徒国伟说。

量身定制的公交服务
公交、地铁都有了，但仍有部分群众还
有出行困难。例如，位于曹路镇最东南端

的新星村和星火村，因为位置略偏，村民出
行仍存在
“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去年 6 月，定制班车设立，连通菜场、
学校、社区卫生中心等村民常去的地方，难
题迎刃而解。
“以前没公交的时候，有什么
急事只能让儿子女儿开车送，遇到他们有
事很不方便。现在好了，坐个公交就出去
了。”村民陆顺珍说。
定制化服务，不只是这一项。
“ 阳光苑
班线”与新星村、星火村的定制班车有异曲
同工之妙。
此前，顾路中学民冬路校区一直饱受
交通不便的困扰，家长对此颇有意见，学校
也很为学生的交通安全担忧。尤其是阳光
苑到民冬路校区，有约 2.5 公里路程，且没
有直达的公交车，不少中学生和家长都觉
得很不方便。
“阳光苑班线”特别开设，共设置民耀
路民春路站、民耀路民区路站、民冬路站三
个站点，每天三个班次，双休日、国定假日、
寒暑假则停运。
从新星村、星火村开通定制班车，到开
通“阳光苑班线”，根据群众需求量身定制
的公交服务，正让曹路镇居民的出行更加
便捷、安全。

上海迪士尼实施食品携带和安检新规
明确可自带食品范围 安检不再伸手翻包
本报讯 （记者 王延）针对近期公众
颇为关注的热点话题，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对外宣布，自昨日起正式实施其主题乐园
的食品携带和安检新规。记者注意到，新
规对游客入园时能够自带的食品进行了
明确，
并承诺将推出更友好的安检流程。

方便面等不可携带

三林镇龙狮队教练陈春华带着莎车爱好者一起练习舞狮。

■本报记者 须双双

□本报记者 郑峰 摄

促进两地交往交流交融

9 月 7 日，今年的第 40 架“沪喀号”旅
游援疆扶贫包机，载着 138 名上海游客飞
近年来，莎车分指积极联系后方单
越万里抵达喀什。而就在两年前，2017
位，举办 20 余场次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
年的 9 月 7 日，在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的
见的大型文化活动。比如，
邀请上海江东
统一部署下，上海援疆莎车分指先行先
书院赴莎车开展
“国学进课堂”活动，
让更
试，率先组织了满载 175 名上海游客的
多的莎车学生学习国学、热爱国学、传播
“四季上海—喀什（莎车）号”首航援疆旅
国学；联合上海江东书院发动“千人万卷
游包机落地莎车机场，标志着上海援疆旅
援南疆”活动，在莎车第三教学园区筹建
游扶贫包专机活动拉开了序幕。
“国家国语国学图书馆”，捐赠图书 1 万余
以 包 机 游 为 切 入 口 ，构 建 莎 车“ 旅
册，惠及师生 5000 余人。
游+”立体化发展格局，这只是上海援疆
为进一步强化浦莎两地宣传文化联
莎车分指“文化润疆”工程的内容之一。 动，分指创新举措，
务求实效，
以活动为载
入新疆以来，上海援疆莎车分指开展了
体，
搭建浦莎两地文化交往交流新平台，
继
一系列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活动，以文化
续组织莎车青少年赴浦东开展
“手拉手”
民
为纽带，突破距离的阻隔，连结起沪莎两
族团结活动，
组织浦东青少年
“走进莎车”
。
地情谊。

飞机开进十二木卡姆的故乡
自 2017 年以来，
“ 引客入喀”工程已
经成为上海援疆的品牌 项目 。 上海援
疆莎车分指积极挖掘莎车文化资源，以
包机、专机旅游常态化运行为抓手，结
合莎车特点，充分发挥旅游带动作用，
积 极 构 建“ 旅 游 + 文 化 ”
“旅游+农业”
“旅游+手工业”
“ 旅游+乡村振兴”的立
体化发展格局，完善旅游业态，拉动消
费增长，增加就业岗位，助力莎车脱贫
攻坚。
“加快发展旅游业是改善民生、促进
就业、助力扶贫的重要举措。旅游业‘一
业兴百业旺’，要充分发挥莎车独特的历
史人文资源和自然景观优势，
促进莎车旅
游产业大发展。”相关负责人表示。

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2018 年，浦东新区党政代表团到莎
车考察，来自浦东的绕龙灯节目在莎车县
体育馆及部分乡镇内陆续展演。很快，
莎
车舞龙舞狮在这里发芽，
由浦东捐赠舞龙
舞狮道具，选派优秀舞龙舞狮教练赴莎车
开展现场指导，累计培训了 300 多人。
上海援疆莎车分指还开展宣传文化技
术人才交流互动，组织安排宣传文化专业
技术人才到上海浦东开展短期培训，
用以
岗带教的方式，
交流培训新闻宣传、
媒体管
理、
舆情应对和电视台专业技术等内容。
上海援疆莎车分指还通过完善旅游
专业人才培养、培训和引进机制，鼓励干
部到旅游发达地区培训学习，
通过加强旅
游主管部门队伍建设，
为产业发展提供了
人力资源保障。

据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运营部高级副总
裁包兆天介绍，
即日起，
游客可携带供本人
食用的食品及饮料进入上海迪士尼乐园，
瓶装水和饮料也不再有容量限制，但不允
许携带需加热、再加热、加工、冷藏或保温
的食品及带有刺激性气味的食品。
不可以携带的食物和饮料包括：酒精
饮料，需要加热和再加热的方便面、自加
热火锅等，需要加工或冷藏的整个西瓜、
速冻水饺等，有刺激性气味的食品如臭豆
腐 、榴 莲 、有 刺 激 性 气 味 的 海 鲜 和 芝 士
等。此外，罐装和玻璃容器仍将被禁止携
带入园（小型婴儿罐装食品除外）。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障在餐厅就餐
游客的体验，
迪士尼划定了野餐区域，
供自
带食品的游客使用。
对于有需要将不可携带入园的个人
物品进行寄存的游客，度假区也推出了每
日 10 元/件的寄存服务。

昨日，
游客在上海迪士尼乐园接受安检。

推出更友好的安检流程
包兆天表示，确保所有游客和演职人
员的安全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进行一切工
作的首要原则。度假区的安全检查程序建
立在全球迪士尼乐园60余年的运营经验基
础之上，
并且，
每一座迪士尼度假区目的地
每天都在执行类似的安全检查程序。

浦东
“城市大脑”
完成迭代提升
（上接 1 版）区层面按照常态、专项、应
急三种城市运行状态智能化应用场景
投入实战运用，
街镇层面正开展各项基
础功能的统一推进。

打通数据围墙，用好
大数据
去年 11 月 6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浦东新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
了解上海城市精细化管理情况，
强调一
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要注重在科学
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
既要善于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
又要通
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
化水平，
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这也成
为浦东一直思考的课题。
在
“城市大脑”指挥中心，
一条信息
出现在大屏下方：
“8月30日17时工作提
示推送：
公共设施类工单投诉量居高，
主
要诉求类型为市政立杆、
雨水井盖等，
已
推送至区生态环境局……”浦东新区城
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盛丹丹介
绍说，
“城市大脑”
通过抓取12345市民服
务热线的热词，
每天形成工作提示，
帮助

管理部门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
“通过用
好大数据，
实现精准治理。”而更为关键
的是，
“城市大脑”正积极有效推进部门
协同和联勤联动，
比如市民热线工单一
旦超期未办结，
“城市大脑”将启动相关
部门会商，
合力为问题画上句号。
当然，用好大数据，追求的是数据
的整合、精细、共享和高效。浦东
“城市
大脑”以城运中心为载体，拆除系统数
据围墙和部门管理围墙，
有针对性地打
通系统数据通道。如今，
“城市大脑”的
危化品监管模块打通了市公安局、区安
监局、区城管执法局等部门的相关系
统，在模块上共享了车辆运行、执法情
况等信息，
尤其是共享了危化品车辆信
息（车辆违规、驾驶员有违规记录、企业
违规等），能让执法部门更有针对性地
开展执法。
眼下，
“城市大脑”针对老百姓突出
需求，
对市民热线、渣土车治理、工地监
管、河长制、居家安防等一批智能管理
专项模块进行了深化应用。迭代提升
后的新版“城市大脑”上线后，将推出
60 多个智能城市管理专业化模块，涉
及噪音扰民、公交线路优化、汽修摊位
管理、渣土车运行、群租管理等。

□本报记者 王延 摄
对于备受争议的“开包检查”，包兆天
回应说，为了尽可能降低安全检查对游客
体验的影响，度假区团队将即刻实行更友
好、人性化的安检流程和服务。建议游客
在安检时可以自己打开包袋，如安检人员
有要求，
游客可自行将可疑物品取出，
并在
完成检查后放回。未来，度假区还将采用
包括 X 光机在内的安检设备，辅助人工服
务等手段进一步优化安检流程。

产学研合作助力
新片区发展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9 月 10 日，临
港集团、上海交通大学中英国际低碳学院
和上海经纬建筑规划设计院签署产学研合
作协议，
三方将推进产学研融合，
打通科研
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助力临港新片
区发展。
“相比其他学院，
我们的特点是与产业
合作特别紧密。除了来自学校的导师之
外，还有来自企业界的产业导师。”上海交
通大学中英国际低碳学院常务副院长赵长
颖说，
在科研工作方面，
产业导师前期就进
入大学研究团队。
中英国际低碳学院成立于 2017 年，是
由上海交通大学成立，
英国爱丁堡大学、伦
敦大学学院等英国高校参与合作，在上海
市大力支持下创办的低碳技术和碳资源管
理领域国际化办学试验区。学院致力于借
鉴、运用海外著名学府在低碳技术、人才培
养方面的成熟经验，探索绿色低碳人才培
养模式、紧密服务国家绿色发展战略。两
年来，
学校已与全国超过 300 家企业建立联
系，
聘请百余名产业导师，
其中与约 30 家临
港地区企业在培训等方面都有紧密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