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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季佳珺）在“110宣传日”到来之际，公
安虹口分局开展“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辖区居民走
进位于中山北一路 803号的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
参观。

在民警的带领下，市民们了解了民警接报以及处理的
流程。在工作大厅，一块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当天接到的
电信诈骗报警信息，并对报警人的案件类型和嫌疑人的号
码进行技术分析。正在工作的一位民警告诉市民，如果发
现电话通话异常情况，比如时间特别长，那么，屏幕就会对
该条信息标红显示，引起他们的关注。

市民们还听民警介绍了近几年电信诈骗的趋势和一
些骗子的常用“套路”，以及警方的应对举措。近年来，为
应对电信诈骗案件高发，有关部门制定了报警人、“110”接
警员、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值守人员“三位一体”联动
机制。可以根据报警人的地址，快速、就近派出民警上门

处置。在电话不挂断的情况下，转接至市反电信诈骗中
心，并第一时间通知银行对潜在被害人的账户进行临时冻
结。对民警来说，一通电话的时间往往就是和时间赛跑，
也是挽回市民财产损失的重要时机。去年7月，嘉兴路派
出所的民警骑行6公里，成功挽回市民70万的财产损失，
也正是启动了反诈中心的联动机制取得的实效。

随着通讯技术的进步，电信诈骗类案件近年来频发。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不管作案手法怎么变化，但万变不离
其宗，犯罪分子的目的就是要盗取银行卡内的钱款。因
此，市民遇事切莫慌张，涉及金钱转账时一定要留个心
眼。同时，不要认为只有老年人才会上当受骗，由于容易
疏忽大意，很多白领、大学生同样也是犯罪分子下手的目
标。

图为市民通过大屏幕了解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
心的工作流程

“00后CEO怼成年人”近日成为话题
新闻。一个16岁的小姑娘在某档脱口秀
节目中说：“在我拿到几十万上百万投资
和奖金的时候，很多成年人，还在打着王
者荣耀、拿着基本工资，过着十年如一日
的生活。”这段话让很多 80、90后“扎心”
了。有人贬她狂妄自大，有人挺她后生可
畏。“00后CEO”倒是自己出来澄清，这句
话是节目组的刻意安排。若此属实，那节
目方对创业这个词不仅不尊重，还拿未成
年人当枪使，这种做法实在令人唏嘘。

最近，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演讲时
表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飞速发展，要感
谢四类人，其中的一类就是创业者。2017
年诞生了360万家新注册企业，但是很遗
憾，其中的 95%会在 18个月里死掉。创
业汇聚的是一代代人呕心沥血的故事，失
败是如影随形的大概率的预言。就算是
马云，也是在经历了几次雪崩似的溃败之
后，才缔造起阿里巴巴帝国的。因此，如
果不对创业心存敬畏，就没有资格把这个
词挂在嘴边。真正的创业，应该充满天然
的激情和虔诚的谦卑。“00后 CEO”是一
名创业者，在节目中，她表现出来的果敢、
从容、敏锐，无不表明她是同龄人中的佼
佼者。然而，即使她曾融资成功，公司已
估值千万，依然只能算是刚刚敲开创业之门。前路漫漫，雾
里看花，“柏拉图圆”越大，越能意识到更多的懵懂。

而用“几十万上百万投资和奖金”这个主题词和“基本
工资”来比，把剧情冲突贴上赚多PK赚少的标签，只能暴露
台词设计者的技穷。其推崇的金钱一元论，损害的是这个
世界呈现出来的多元的、精彩的价值观。创业本身亦是不
幸中枪的受害者。创业的成功不等同于赚到钱、赚大钱，这
些只是创业者通往成功路上的褒奖之一，不是全部。在时
代的大潮中，创业已经变成一项终身事业，是创业者坚持

“十年如一日”的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健林即使
再多赚他几个“小目标”，也不会立刻刹车、归隐田园，他必
定会如此。而智者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更具正能量的价值
观。爱因斯坦说，不要努力去做一个成功的人，而是要努力
去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他所创造的“财富”为全人类所享
有。

在“00后CEO怼成年人”的人设中，把很多成年人的默
默无闻放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这是对价值创造的傲慢与偏
见。并非每个人都是为创业量身打造的。某一时期的创业
成功，需要诸如天资、人脉、魄力和趋势判断力的调和，这些
要素之外，还要有不可或缺的运气。在十年如一日拿死工
资的人中，有尝过创业失败滋味，反躬自省后选择回归的
人；有在各行各业中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的人；也有拥有一技
之长，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始终不渝的人，他们也是这个社
会不可缺席的一份子。“00后CEO”在成年后，会发现自己
身边的“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人，因为社会需要每一个人去
扮演自己适合的角色。

现在，部分电视节目为博眼球，有意制造矛盾和争议，
增加了“戏剧效果”，却降低了节目品味。想强调的是，再深
的套路也会有失灵的时候，从网友
们的评论中已经可以闻到些许的
审美疲态。而拿娱乐的心态对待
创业这个严肃的主题，也有必要

“争议”一下了。不管老少，让创业
者轻松上阵，只说说心里话吧，别
错嚼了创业的滋味。

在“110”宣传日到警营“充电”
警方提醒：防电信诈骗，涉及金钱转账要留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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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大楼“生命通道”恢复畅通
四川北路街道启动社区安全大排查“百日行动”

■本报记者 钱 晶

日前，四川北路街道打响了社区安全大排查“百日行动”
的第一枪——从四行大楼消防楼梯里清理出垃圾 10余吨，
畅通了生命通道。

位于四川北路1274号的四行大楼始建于1932年，是四
川北路商业街区的一幢历史建筑，该处2至5楼居住着近70
户居民。然而，大楼雅致的外表下，却是另一番景象。大楼
消防楼梯被藤椅、纸板箱、门板、衣橱等各类杂物堵得严严实
实，楼道内弥漫着杂物散发出的异味。

四行大楼所在的海宁居委党总支书记任琳玉告诉记者，
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居民将各类杂物等堆放在大楼南侧和北
侧的消防通道。街道、居委几次来清理，但随后杂物屡屡卷
土重来。此次整治后，为防止回潮，街道制定了回访制度，将
定期对楼道进行环境清理。

记者从四川北路街道平安办了解到，这次行动也是四
川北路街道开展“六无”创建和城区安全大排查“百日行
动”的首场行动，接下来街道将建立电气火灾治理、高层建
筑消防安全、建设工程、住宅物业消防管理、三合一场所防
控等 10份检查任务清单，逐一明晰检查重点和检查要求，
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全部登记、造册，对问题场所、检查时
间、存在问题、整改期限、责任单位、整改方案等全部进行
明确，做到安全隐患底数清、情况明、有方案。并按照“一
点一方案”“一点一图册”的要求，按照复杂程度、危险等级
进行分类评估，建立“高风险级、街道级、自处级”3级隐患
分类体系。

截至目前，四川北路街道已经对 18处街道级安全隐患
确定整改目标、整治方案、责任主体，确保隐患和问题得到
处置。接下来，街道将做好回访与巡查，确保根除隐患，防
止回潮。

本报讯（记者 张雯珵）1月5日，第四届虹口区足球协
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虹口足球场召开。市足协主席朱广沪
出席。

会议审议了区足协第三届委员会工作报告、财务报告
和协会章程，严格遵照相关程序，组织选举。朱琪当选虹口
区足协主席。

新时代，新起点。区足协表示，将继承优秀传统，寻求
创新突破，围绕“以足球健身，以足球会友，以足球为乐，足
球让生活更美好”的宗旨，推进虹口足球事业的发展。

虹口足球协会完成换届再出发

本报讯（通讯员 莫振英）便捷、环保的“共享单车”正逐
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出行方式，然而这却让“摩的”
司机老闫断了财路、心生怨怼，冲动之下竟做出把共享单车
扔进河里的糊涂事儿。虹口人民法院对这起故意毁坏财物
案做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人闫某拘役四个月，毁坏车辆的
折价款予以追缴并发还受损单位。

曾经，老闫在上海主要地铁站口招揽“摩的”生意，招手
即停、即停即走的短平快方式让他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可
近两年，老闫发现打“摩的”的人越来越少了。原来，共享单
车解决了人们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抢”了他的生意。随着
共享自行车、共享电动车的普及，老闫的生意变得几乎无人
问津，家人也开始埋怨他坐吃山空。2017年某天晚上 7点
多，在跟客人一番讨价还价后，老闫拉到了这一天的第一单
生意。送完客人，他沿着万航渡路下桥回地铁站，想想一天
才赚了十几块钱的车费，不觉心有戚戚。这时，他看到桥边

停放着几辆共享单车，突然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股怨
恨涌上心头，他把“摩的”停在桥边，心一横就把桥边的 5辆
共享单车统统扔进了河道里，并迅速逃离了现场。

事发后，老闫心里后怕，想去外地躲个几天，可是路面监
控早已记录下了他的全部犯罪过程，上海市公安局水上公安
局立即发出网上追逃。几日后，老闫便被抓获归案。到案
后，他供认了全部犯罪事实，承认因为当时心情烦闷想发泄
一下。经查，老闫共将4辆摩拜单车和1辆ofo单车扔入苏州
河内，上述车辆的车锁、车轮完全损坏，无法使用，已报废，经
上海市价格认证中心鉴定，共计价值人民币6000余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老闫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
应当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他的行为不仅造
成附近市民生活不便，也给企业运营方造成了财产损失。鉴
于老闫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从轻处罚，虹口人民
法院遂作出上述一审判决。

被断财路，“摩的”司机怒毁共享单车
法院判处被告拘役四个月 追缴毁坏车辆折价款

“诺如”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俗称胃肠型感冒。人感染
诺如病毒后起病迅速，通常在24-48小时内即可出现呕吐、
腹泻、腹痛、恶心、发热等症状。成人和小孩发病表现不
同。儿童以呕吐为主，婴幼儿发生脱水时，会有啼哭无泪或
少泪、异常瞌睡或烦躁等表现。成人以腹泻为主，粪便为稀
水便或水样便，无黏液脓血。

该病毒每年11月至次年2月高发，传染性强，极易在人
群中传播，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感染：1、呕吐时产生的带病毒
飞沫传播，2、接触患者的呕吐物或粪便，3、食用或饮用受病
毒感染的食物或水，4、直接接触患者，如照顾病人、与病人
共餐或共用餐具。该病毒感染性极强，抗生素治疗无效，但
也不必过度担忧，该病是一种自愈性疾病，和感冒一样。只
需要对症治疗即可。在平时生活中我们可以采取以下预防
手段：

1、注意洗手卫生，用肥皂和清水认真洗手，尤其是做饭
前、吃饭前、上厕所后。2、水果和蔬菜食用前应认真清洗，
瓜果也最好削皮后才吃，吃的东西一定要煮熟煮透，特别是
生蚝之类的海产品。3、提倡喝开水，饮用桶装水选择质量
有保证的品牌，并且水要烧开饮用，不要冷热水混合饮用，
避免因桶装水污染引起发病。4、患者住处开窗通风，保持
室内空气流畅。
5、患者应与家中
其他健康人避免
近距离接触。

本报讯 新年伊始，上海锦洋船员劳务有限公司派遣
船员的神华 516轮获得了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全国职工书
屋示范点”称号。这是提篮桥街道总工会在神华 516轮发
起创建“海上漂流书屋”活动以来，摘得的第一枚“果实”。

神华516轮是提篮桥街道辖区内的航运服务民营企业
——上海锦洋船员劳务公司负责整套船员班子派遣的船舶
之一，该轮常年航行于沿海、长江内贸航线，为服务国家“北
煤南运”“西煤东运”等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实
施，承担了长期而重要的海上运输任务。

去年“海上漂流书屋”活动启动时，提篮桥街道总工会
为该轮专门配赠了一批图书。为了持续推进“海上漂流书
屋”活动，该轮专门辟出一间舱室作为“海上图书馆”，将文
件资料柜腾出，摆放图书。

在扩大、完善图书资源的基础上，上海锦洋船员劳务有
限公司工会与该轮党支部携手，组织开展“悦读伴航程，书
香满海船”读书活动，将船员撰写的读书体会、书评等张贴
到船舶“读书角”上，举行阅读交流会，不定期进行读书讨论
交流，营造航程读书、工余读书的良好文化氛围。

以“职工书屋示范点建设”为引领，该轮还开展人人写
安全警句、个个为船舶安全献计，以及作业过程风险管控

“三必须”竞赛等活动，每一次海上航程散发的浓浓书香，不
仅丰富了船员的业余文化生活，还形成了船员爱船如家、团
结和谐，不忘初心保安全、永不懈怠创一流的正能量。

“诺如”病毒传染性强应预防
案 件 写 真

悦读伴航程 书香满海船
神华516轮获“全国职工书屋示范点”称号

本报讯 日前，区建管委举办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巡查
工作培训会。

会上，市安质监总站的专家就巡查工作中安全、质量和
市场行为巡查要点作了讲解，还介绍了全市在建工程质量
安全巡查工作情况，解读了工作重点。

会议要求，区建管系统各部门、单位继续深入开展“百
日巡查”、城区安全大排查“百日行动”，不断加强自身能力
建设，切实保障区内在建工程平稳推进，共同推动虹口区域
有序建设和发展。

区建管委举办工程安全巡查工作培训会

工作人员将清理出的垃圾装车运走

（上接▶1版）凭借独特的位置优势和高端的楼宇品质，白玉
兰广场现已吸引众多“凤凰”前来“筑巢”，其中大多数为总部
型和行业龙头型企业，更不乏世界500强。同样位于北外滩
核心区域的上海最高双子塔——星港国际中心，是一个由2
幢263米高的办公楼、商场及地下车库共同组成的综合体项
目，目前也已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预计今年正式对外推
出。

据了解，随着白玉兰广场等高档商务楼宇建成并投入使
用，北外滩地区的高端楼宇集聚效应已基本形成。不久的将
来，北外滩地区的高档商务楼宇还会不断涌现，作为上海市

“十三五”规划中重点发展板块的北外滩航运金融CBD，将
与外滩及陆家嘴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上海金融“黄金三角”已
初显峥嵘。

切实为民 补好城市综合交通短板
作为市委、市政府综合交通补短板的重要举措，本区全

面贯彻落实市里关于区区对接道路（断头路）道路建设的总
体要求，不仅将其当作市级重大工程项目来抓，更将之作为
改善民生的实事工程全力推进。

2017年8月中旬，衡水路（中州路——罗浮路）道路辟通
工程正式完工，成为去年本市首条打通的区区对接道路。原
本狭窄的“弄堂通道”，最终能成功变身为一条东西走向的双
车道道路，离不开周边居民的大力支持，记者了解到，衡水路
（中州路——罗浮路）道路辟通工程房屋征收项目启动当月，
就实现了100%签约。

而位于虹口、宝山、静安三区交界处的彩虹湾大型保障
性居住区，原是上海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区，被改造成
大型保障性居住区之后，周边的市政基础设施还较为薄弱。
伴随着旧改居民的大量入住，居民出行不便的问题愈发凸
显。继安汾路成功拓宽后，新辟通的三门路，不仅进一步完
善了彩虹湾地区的路网结构，也有效补上了市民出行的短
板。

截至目前，本区计划辟通的6条区区对接道路（断头路）
中，除已先后完工的安汾路、衡水路和三门路，平凉路/杨树
浦（临潼路—大连路）、天潼路等处的各项工作也正有序开
展，整体完成情况在全市范围内位居前列，区域路网结构愈
发完善。

（上接▶1版）它们不再是单一的一篇篇文字，而是一出用各
种作品描绘出的近代中国奋斗史，正渐渐从纸上经典变成
了一出戏剧党课。

从文艺青年到“红色文化传播者”

其实，除了这次演出的 12人外，还有一些诵读者正在
成为第二梯队的成员。这些年轻人都是极具情怀的文艺青
年，他们过去活跃在安福路话剧艺术中心的小剧场里，活跃
在上海音乐厅的曼妙音符里，他们中大多数也未曾想过会
成为红色文化的传播者。

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专业的研究生周丹和她的社
区民警搭档张鸣都是90后，他们一起合诵了左联五烈士之
一殷夫的作品《别了哥哥》。周丹说，能够诵读一首原版是
中文的红色诗歌，对一个俄语系学生来说意义非凡，这说明
爱国主义革命情怀是可以超越语言的。发自心底的灵魂共
振和情感共鸣，成了这些年轻人共同的心声。于是，在党的
十九大召开后，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成为虹口宣传党的十九
大精神青年宣讲团成员，当问起来自虹口城管滨江中队诵
读《为了忘却的纪念》的张沪宁，为什么在忙碌的工作中愿
意投身于红色文化建设中，她说，当阅读这些经典时，发现
左联作家创作作品时的年龄不过20岁到40岁，和我们现在
的年龄差不多，可是他们却在为国家奔走，为民族奔忙。在
和平时代，青年人也应该记住这种精神，这才是我们民族最
宝贵的财富。

记者了解到，创排这出戏，是希望用文艺的方式感染更
多青年参与红色文化建设，传承共产党人的信仰之光和革
命先驱的理想之火，建设和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此外，
虹口还将陆续通过出版书籍、开发文创产品、规划红色线路
等方式，让红色文化在虹口焕发更大的生命力。

（上接▶1版）并通过微信、告知书等形式向居民和社区单
位告知。同时，积极协调燃气公司、城投公司、电力公司做
好严寒天气下水、电、气的安全检查和供应保障，以防止水
管冻裂、燃气泄漏等情况的发生。街道还专门组织居委干
部和平安志愿者,对辖区独居老人、孤寡老人、80周岁以上
高龄老人、重病重残等行动不便人员开展上门安全提示和
关心工作。

区救助管理站：“三合一”24小时联动巡查

日前，本区救助站接到热心市民电话，称在溧阳路某弄
堂内,有一对母女已露宿多日。救助站工作人员立刻赶往
现场，通过询问得知，来自重庆的刘女士带着9岁的女儿到
上海是为寻找在上海打工的丈夫，然而，不但寻人未果还和
丈夫失去了联系。执着的刘女士不顾天气严寒，决定在丈
夫昔日的工作场所附近和女儿一起露宿街头“守株待兔”。
救助站工作人员对其耐心劝说，告知上海正经历寒潮，夜间
气温更低，为了她和女儿的安全考虑，可以安排刘女士到救
助站避寒。终于，在工作人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循循善
诱下，刘女士带着女儿来到了救助站。

据区救助站负责人谢祥荣介绍，目前救助站联合城管、
公安启动“三合一”联动机制，在辖区内进行24小时街面应
急救助巡查，特别对四川北路、虹口龙之梦、国际邮轮码头、
下海庙、三观堂等区域进行重点巡查。同时，救助站工作人
员定时对站点内御寒物资进行清点，确保御寒物资充沛。
为应对紧急情况的发生，救助站还增派了夜间值守人员。

本区重大工程建设交出“两个百万”答卷

首个寒潮中感受虹口“温度”

用红色文艺凝聚当代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