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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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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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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防汛防台应急抢险能力
长远园林公司举行实战演练

嘉兴路街道天宝养老院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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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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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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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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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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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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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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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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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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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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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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安委办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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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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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名健身气功爱好者比拼技艺

夏季传染病健康教育知识之霍乱

张雯珵张雯珵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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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尤其应当提倡
有条理地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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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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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抢险队员在固定树干 谢智君 摄

上海市海南中学DI代表队领奖 海南中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