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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爱心暑托班今起报名
本区共设 3 个办班点，分两期开班
本报讯（记者 钱晶）暑假临近，职场爸妈们还在发
愁：今夏自己的孩子放在哪里安全又放心？为了缓解学
生假期看护难问题，今年本区结合实际情况，继续在全区
范围内开办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并于 6 月 19 日起开始
接受报名。
团区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虹口的办班点分
别安排在上海军事体育俱乐部、上海市虹口实验学校和
上海市鲁迅初级中学，将分 7 月 3 日—7 月 28 日和 7 月 31
日—8 月 25 日两期开班，招生对象主要为目前在全市小
学就读的学生，由各街道团工委负责招收。每个教学点
招生 30 至 40 人，价格为 800 元/人·期。对于家庭困难的
学生，相关费用适当减免，困难学生的标准由各街道根据
实际情况确定。
记者发现，今年暑托班每期学时达到了 4 周，与往年
的暑托班相比延长了一周，而课程内容也更为丰富。除
了开班仪式、国情党情教育、安全自护、文明礼仪、慈善文
化、成果展示等暑托班的规定内容，还有科学普及、读书
赏析、手工实验、素质拓展、文体锻炼、益智游戏等自选环
节，两种活动相辅相成，让孩子们能在暑托班中收获更
多。
同时，爱心暑托班把学生的人身安全作为第一要务，
各办班点将因地制宜做好办班场地及周边的各项安保工
作；保持食品和饮用水健康洁净，确保餐饮安全。所有小
学生、班主任及志愿者均统一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有条件
的教学点还将对办班情况进行网络直播，加强过程管理，
保证暑托班安全、有序运行。

嘉兴路街道天宝养老院开业
本报讯（记者 王文川）6 月 16 日，嘉兴路街道天宝养
老院举行开院仪式，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军、区政协副主
席郭启文出席。
仪式上，街道相关负责人为青年志愿者服务基地揭牌，
随后，区领导共同触碰启动球。
据了解，天宝养老院建筑面积共计 14802 平方米，设有
两人房、三人房、四人房等多种房型，共有床位 440 张，室内
配备了空调、电视、独立卫生间，为老人提供温馨、敞亮的个
人居住空间。
此外，养老院还与嘉兴路街道社区卫生中心建立了“医
养结合”合作伙伴关系，并设有 24 小时医护站，同时对接三
甲、二甲医院，为老人们提供医疗绿色通道。

提升防汛防台应急抢险能力
长远园林公司举行实战演练
本报讯（记者 谢智君）6 月 15 日，长远园林公司在广灵
四路绿地举行防汛防台实战应急演练。
9 点半，演练有序开始，应急抢险车辆、机械等部署到
位，抢险队员在路边拉起隔离带、设置了警示标识。抢险
队分队对广灵四路上两株法桐枯枝、断枝进行消险，排除
梧桐枝叶遮挡路灯、影响过往行人及车辆通行的安全隐

患。整个过程中，抢险队员配合默契，各个环节紧密联动，
最终，应急演练圆满完成。
据了解，此次实战演练方案结合了区绿化行业抢险特
点，共动用了登高车、扶正器、铁锹、洋镐、绑扎铁丝、药箱
等设备。演练为险情到来时快速开展区域应急抢险提供
了实战经验。

对无证无照餐饮点坚决取缔
区人大代表视察本区贯彻落实《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工作情况
本报讯（记者 曲姗姗）6 月 14 日，区人大代表就本区
贯彻落实《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工作情况开展视察，区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岳彩新出席视察活动。
代表们先后实地察看了嘉兴路市场监管所明厨亮灶监
控室、瑞虹天地月亮湾丰和日丽餐饮企业、虹口区教育后勤
保障中心学校食堂后厨监控室，并听取了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关于本区贯彻执行《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情况的汇报。
座谈中，代表们对虹口区实施“明厨亮灶”工程，以人
防+技防手段、远程监控和社会共治食品安全，建设放心餐
厅、放心食堂的做法表示满意。同时也希望进一步扩大“明
厨亮灶”工程范围，让更多餐饮企业和食堂接受监督。相关
部门要加大监督执法力度，
特别是对网络订餐、小摊贩等无
证无照餐饮点，要坚决予以取缔。对食品安全事故要有充
分的处置预案，通过预防性的监督，减少食品安全事故的发
生。

百名健身气功爱好者比拼技艺
本报讯（记者 张雯珵）6 月 14 日，上海城市业余联赛
虹口区健身气功比赛暨全国
“百城千村”健身气功展示活动
在虹口体育馆举行。
开幕仪式上，百余名健身气功爱好者进行了五禽戏和
八段锦的功法展示。随后，
区防范办还带来了女声独唱《阳
光路上》和《共筑中国梦》。
本次健身气功比赛设五禽戏、八段锦两个项目，
采用集
体赛形式。现场，参赛选手们跟随着舒缓的音乐，
时而弯腰
引背，时而扩胸展肩，动作柔和缓慢，张驰有度。
健身气功是一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以形体活动、呼吸
吐纳、心理调节相结合为主，深受市民喜爱。目前，本区共
有 101 个健身气功注册活动站点，对普及健身气功、服务市
民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年，江湾镇街道选派的健身气功队
伍还将代表上海参加 8 月份举办的全国老年人健身大会健
身气功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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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雯珵）
“本
来以为上法院是件麻烦事，但没
想到这次在远程法官的帮助下，
让我在家门口就把事情解决
了。”作为虹口区人民法院多元
化纠纷解决曲阳路街道示范点
的首批受益者，九十岁高龄的于
老伯由衷地感慨道。于老伯与
家人对继承问题产生了不同意
见，该示范点的工作人员在了解
到具体情况后，考虑到于老伯年
事已高，便为其申请了远程人民
调解。近日，区人民法院诉调中
心人民调解员、退休法官郭杰在
法院远程对于老伯一家的纠纷
进行了调解。
在曲阳示范点试运行期间，
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已对这里的数
起纠纷进行了调处。这个家门口
的
“升级版”审判站自揭牌后吸引
了不少居民前往参观、了解。家
住曲阳路街道赤三小区的居民张
先生正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使用法
院自助服务终端，具体操作包括
刷身份证、扫描文档、如何申请网
上立案等。在他看来，邻里纠纷
看似简单，但要处理好却并不容
易，
例如夏天空调滴水、冬天水管
爆裂漏水等，如果这些问题全部
通过法院起诉的话，耗时耗力也
不方便。如今，
家门口就有了
“升
级版”审判站，
居民要解决矛盾纠
纷就方便多了，尤其是老年居民
的福音。
在自助法律服务区域的自
助终端上，居民可以进行法律查
询、文书查询、诉讼信息查询，并
可 在 线 观 看 庭 审 直 播 、联 系 法
官、进行网上立案等。服务台上
还摆放着民事诉讼举证、诉讼费
交纳与司法救助等各种诉讼指
南。如果居民在自助服务区未
能获取到想要了解的信息，还可
以到一楼的人民调解委员室找
专业人员答疑解惑。此外，现场
还设有社区巡回审判法庭和法
院远程 e 调解室。居民可以与
法官进行面对面交流，及时解决
邻里纠纷、物业纠纷、婚姻家事
类纠纷等问题。
据了解，区人民法院与区司
法 所 、曲 阳 路 街 道 开 设 该 示 范
点，旨在进一步发挥多元化纠纷
解决机制作用，为群众带来“看
得见的公正”和“感受得到的高
效”，通过信息化技术支撑，就地解决矛盾纠纷。社区居
民可在该示范点获得专业的法律知识、司法信息与司法
服务，同时，法院也会指导当地人民调解员开展人民调
解，并引入律师参与纠纷调解。
区人民法院方面表示，对于该示范点的工作开展将坚
持前端化解、坚持便民宗旨、坚持创新引领。今后，该示范
点还将不断拓展信息化技术应用范围，相关工作经验将复
制到本区其他街道，为辖区居民享受家门口的司法服务提
供更多便捷。

寻访红色足迹 缅怀革命先烈
区机关党员干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主题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文川）日前，
“寻访红色足迹，缅怀革
命先烈——虹口区机关党员干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6
周年主题活动”在中共四大纪念馆举行。来自区机关党组
织的 350 名党员参加活动。
活动伊始，机关新党员进行了宣誓仪式，随后，党员们
以徒步、单车、公交等绿色出行方式，走访了中共四大纪念
馆、国歌纪念馆、李白烈士故居等中国共产党重要历史事
件、历史人物的旧址，感受革命历程的艰辛、成就和革命先
驱的光辉风采。

区安委办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活动
本报讯 今年 6 月是全国第十六个安全生产月，6 月 16
日，区安委办在鲁迅公园举办“‘安全虹口’走进千万家暨全
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宣传咨询活动”。区安委会
副主任、副区长张雷出席。
活动现场，安监局、司法局、消防支队等 12 个部门和
单位设摊宣传，工作人员为来往市民发放安全生产宣传
资料、答疑解惑，并向大家推广“安全虹口”微信公众号。
据了解，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全面落实企业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区安委办将进一步扩大安全生产
的宣传面，通过宣传咨询活动，使更多人关注安全、了解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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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抢险队员在固定树干

谢智君 摄

虹口学子创意演绎“国际议题”
海南中学师生赴美参与 DI 全球赛获初中组第一名
本报讯（记者 钱晶）前不久结
束的 2017DI 全球赛上，上海市海南
中学 DI 代表队在强手如林的参赛队
伍中过关斩将，一举夺得了初中组第
一名。
“DI 是英文‘Destination Imagi⁃
nation’的缩写，预示着无限的创意和
目的地想象。”海南中学校长吴冰向
记者讲述了征战 DI 全球总决赛的历
程。
吴校长介绍，这次海南中学赴美
参加 DI 全球赛代表队的名称是“抗
体”队，为何叫“抗体”？这与他们的
参赛作品主题有关，也与 DI 大赛的
主旨有关。
DI 协会成立于 1983 年，是世界
上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关于创意和
团队合作以及创意问题解决能力的
机构，至今全球超过 200 万名青少年
及志愿者参与过此项赛事及各种活
动。此次在美国田纳西州诺克斯维
尔的田纳西大学，近 20 个国家和地
区的 8000 多名学生参与了 2017 年 DI
全球总决赛对决。
据了解，今年 DI 赛题由挑战题
与即兴题两部分组成，挑战题题目于
上一年 9 月份公布。挑战题中心部
分，海南的学生们选择演绎一个与
“抗体”有关的剧情。比赛中，学员们
向评委阐述了一个解决外星病毒入
侵地球的国际议题——外星球病毒
入侵地球后给人类造成毁灭性灾害，
为了抗击这种灾害，中国与瑞士科学
家同心协力，携手合作发明“粒子对

“提篮记忆留声机”
开讲

专家带白领阅读提篮老建筑
本报讯（记者 王文川）日前，提篮桥街道党建服务中
心举行了一场“老照片里的提篮桥”讲座，在文史专家的带
领下，
北外滩的白领们品味老建筑，
了解历史故事。
从 1856 年百汇路上的威尔斯木桥，到如今大名路上的
外白渡桥；从 1903 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到
如今的提篮桥监狱。年轻白领们围绕在虹口文史专家葛建
平身旁，用心聆听着历史岁月。葛建平表示：
“如何走来的
路大大家了解了，就能更加体会到，怎么在传承的基础上，
去开拓去创新。
”
据了解，
“提篮记忆留声机”是北外滩“五双一线”服务
白领项目之一，
街道希望通过丰富的活动形式，
让楼宇白领
体味更多提篮历史，
重新感受这片土地。

夏季传染病健康教育知识之霍乱

上海市海南中学 DI 代表队领奖
撞机”，并使其产生平行空间，最后战
胜了外星球病毒，消除了地球危害。
巧妙的道具设计，天马行空的想象
力，
让在场所有人都深深折服。
吴冰告诉记者，去年学校组队参
加 2016 年 DI 全球赛，当时获得了亚
军，与冠军擦肩而过，所以今年的目
标直指冠军。然而今年刚开学，有名
队员突然转学，去美国的“抗体”队突
然从 7 人变成了 6 人，打乱了原有参
赛项目的结构系统。吴冰说，当时任

海南中学供图
务分工、角色分配、剧情故事、道具的
设计等各个环节都重新做了调整，学
生们抓紧重新排练，才在美国赛场上
表现出最好的一面，
并最终登顶。
海南中学师生们在国际舞台上
摘得头筹的背后，离不开虹口肥沃的
教育土壤。如今，虹口的“彩虹计划”
贯穿学生成长的全过程，科学素养和
国际交流是其中两个重要的方面，相
信在此土壤中，会有更多的虹口学子
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霍乱是因摄入霍乱弧菌引起的一种急性腹泻感
染。通过粪——口直接污染或通过摄入受污染的水和
食物传播。病情严重的霍乱，其特征是突发急性水性
腹泻，可因严重脱水和肾衰竭导致死亡。其极短的潜
伏期：两小时至五天，使疫情更可能具有暴发性，病例
数可非常迅速地增多。感染霍乱者约有 75%不出现任
何症状。但是，病源体在他们的粪便中停留 7 至 14 天
并通过排泄进入环境，有可能感染其他人。霍乱是一
种极为致命的疾病，儿童和成人都可患病。与其它腹
泻病不同，该病可在数小时内造成健康成人死亡。营
养不良的儿童或艾滋病毒感染者等免疫力较低者如果
感染霍乱，
死亡的风险更大。
在出现症状者中，80%的发病严重程度为轻度或
中等程度。在剩余的病例中，10%-20%出现严重的水
性腹泻，
并伴有脱水迹象。如不予以治疗，
多达二分之
一的病人可死亡。如得到适当治疗，死亡率应保持在
1%以下。
预防霍乱的措施主要包括向可能受影响的人群提
供干净的水和适当的卫生环境，卫生教育和良好的食
品卫生同样很重
虹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栏（22
22）
）
要，尤其应当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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