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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综合

■记者 郁婷苈

它横穿上海五个区、可与13条
既有线路换乘。“最强换乘王”——上
海轨道交通14号线12月30日起开
通初期运营。

早6:00左右，14号线静安寺站
迎来首波客流。恰逢周四工作日，不
少上班族早已等候在此，尝鲜体验新
线路。

作为14号线工程的核心部分，静
安寺站位于华山路与延安路交叉路
口，沿华山路南北向布置，下穿交通繁
忙的延安路高架，为地下三层岛式站
台车站，与2号线、7号线静安寺站形
成三线换乘枢纽，共设5个出入口。

通勤时间距离缩短

乘客梁先生激动地告诉记者，
“盼了九年，终于盼出头啦！”他说，自
己住在封浜附近，以前要到13号线
金运路站才能坐上地铁，由于小区离
地铁站较远，为此还专门买了辆电动
车通勤。“现在家门口就是14号线封

浜站，到静安寺上班时间节约了近半
个小时，感觉近在咫尺。”

乘客何先生表示，平时需要骑共
享单车到7号线镇坪路站前往静安
寺，今早才注意到14号线曹杨路站
开通了。“曹杨路站8号口离小区门
口只有几十米，到静安寺只要三站
路，以后出行真是太方便了。”

乘客李小姐告诉记者，因为住在
浦东平时坐2号线通勤，早晚高峰特
别拥挤。“今天尝试坐14号线上班，
感觉人流还不是很多，乘车体验比较
好，时间上更有保证。”

据悉，14号线的通车分流了2号
线的客流压力和人民广场站换乘压
力，同时串联起江桥新市镇、真如城
市副中心、静安寺商业区、黄浦CBD
地区、陆家嘴中央商务区、金桥城市
副中心等，让市民出行更加方便。

站台站厅设计讲究

记者在现场看到，静安寺站内的
走廊装置充满了浓浓的海派风情、静
安特色，上海展览中心、百乐门、静安

寺、马勒别墅……形成了别具特色的
装修主题，让人眼前一亮。

在站台层，可调通风站台门与高
清显示屏首次巧妙“合体”，除了显示
常规的首末班车时间、后续列车进站
时间等信息外，屏幕还增加了列车拥
挤度等信息，既避免了显示屏容易被
遮挡的情况，还提升了装饰美观度，
方便乘客的全局感知。

在站厅层，车站设置了大跨单
柱，视野更开阔，站台利用率更高。
各类换乘标志引导清晰可见，为乘客
做好指引。

无障碍设施、便民服务中心、智
慧厕所等一应俱全，智慧厕所具备卫
生间单独排气和“隐形”感知功能，自
动监测使用频率、探测空气质量并通
过平台提示清扫，实现智慧保洁。值
得一提的是，无障碍卫生间提升为第
三卫生间，设置了婴儿护理台等满足
母婴及家庭需求的多功能设备设施。

车厢内外科技满满

14号线全线采用自动无人驾驶

模式，是继1、2号线之后的又一条
A型车8节编组高运量的市区级线
路。

车厢内贴心设置了应急手机充电
装置，并安装了可折叠放置台，轮椅专
用位上还设有固定绑带，用以固定轮
椅，给残疾人更安全的乘车体验。

车站采用了一系列的技术组合，
如防潮防霉涂料，静电杀菌净化装
置，调光模块控制，增大卫生间换气
次数，合理的气流组织设计，阵列式
消声器和吸声材料等，来确保车站内
的空气质量品质，同时也满足了乘客
对车站热湿环境，声环境以及光环境
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还有，车站设置了环
境监测系统，监测内容包括公共区域
及关键场所的PM10、PM2.5、二氧
化碳、温度、湿度，卫生间的异味（氨）
等。管理平台面通过线路级和车站
级环境监控，实现统计分析、预测预
警等功能。

据悉，14号线开通初期运营后，全线
常态运营时间为5:30——23:37。封
浜站和桂桥路站首班车发车时间均为
5:30，末班车发车时间均为22:30。

需要注意的是，静安寺12、14号
口暂未开通，11、15号出入口周边仍
有施工围挡围护，待完成最后清场收
尾工作后即拆除。

■记者 钱堃

本报讯 12 月 28 日，愚园路
500号内，沪尚墨缘公益书画家们以
城市温度主题公益展为题，举办了一
场公益书画展览及义卖，以资助西藏
日喀则吉定镇中心小学，建立图书馆
项目。静安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为

“艺心助梦”共建图书馆计划提供了
艺术展示公益共创空间，为爱心传播
开通了渠道，展期二个月。

开幕式现场，由沪尚墨缘艺术
导师评弹表演艺术家朱一鹤先生带
领的“评弹艺术共创会”表演了评弹

《新年锣鼓响连天》。随后，由主办
方介绍了本次城市温度主题公益展

“艺心助梦”共建图书馆计划的相关
情况，同时请本次参与公益展的沪
尚墨缘书画家与大家见面。

沪尚墨缘书画文化公益中心为西
藏日喀则的小学贫困生圆梦的三部曲
起步于2018年：第一部是圆书包梦，实
现了孩子们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书包、
文具盒、钢笔、铅笔和橡皮的梦想。第
二部是为孩子们圆一双球鞋梦，如今，
孩子们已经拿到他们心中喜爱的球
鞋。同年9月沪尚墨缘向西藏萨迦县
贫困学生捐助100副乒乓板、网球拍、
300只乒乓球等球类用品。第三部通
过基金会审核向西藏萨迦县中小学贫
困生捐赠圆梦物资为24218元。沪尚
墨缘在2019年和2020年分别向日喀
则市捐赠过书籍、落叶画作品、运动鞋、
球鞋、卫衣、体育用品及居家防疫物质。

本次“艺心助梦”共建图书馆
计划筹款期为8个月，沪尚墨缘计
划筹集和采购图书8000册。

■记者 王文瑛

本报讯 育龄女性，因为妊娠和
分娩等原因对盆底肌功能造成不同程
度的损伤比较常见，而妊娠期和分娩
后的女性是开展盆底肌康复和相关疾
病根治的黄金时期。12月26日，由上
海市优生优育科学协会（上海市妇幼
保健协会）、静安区妇幼保健所共同举
办的孕产运动公益课堂，将国外先进
的WAFF盆腹动力运动康复项目配
送给孕产妇。为女性提供了从备孕、
怀孕到产后康复全过程的安全且具有
趣味性的整体康复方案。

在科普课堂内，区妇幼保健所的

专家与大家交流了“什么是女性盆底
功能障碍性疾病”“盆底功能障碍性
疾病如何进行预防和治疗”等健康知
识。WAFF盆腹动力运动康复师带
领大家体验了一节轻松有效的
WAFF运动康复课程，教大家通过简
单易学的动作训练盆底中心肌群，提
高盆底肌功能。

WAFF盆腹动力运动康复（孕产

系列），是专为孕产期女性设计的安
全、高效的整体康复方案;运用
WAFF运动康复技术，修复产后极易
出现的由于盆腹力学和整体生物力
学紊乱造成的盆底肌薄弱、腰背疼
痛、腹直肌分离、形体走样等问题，使
产后女性提升本体感知、改善盆底功
能、提高生活质量。

静安区妇幼保健所所长王健介

绍：“如果说以前是把母婴安全放在
第一位，那么现在则是对生命、生活
的质量和母婴安康放在更重要的位
置，更多地去关注女性整个全生命周
期的、生育全过程的健康服务。解决
女性在产前、产时、产后的盆腹肌康
复问题。我们引进的项目，是目前世
界上比较先进的一种康复的理念。
我们目前先从理念推广开始，让大家

能够引起重视，接下来，我们会设立
孕产运动康复基地，为孕期、产后的
妈妈们，提供WAFF的专业服务。”

据悉，孕产运动康复公益课堂专
为孕期、产后、围绝经期等女性各生
命周期设计，以稳定盆腹动力为核
心，修复整体生物力学与神经肌肉平
衡，达到科学、安全、高效的帮助女性
实现整体机能康复。

■记者 彭旭卉

本报讯 12月 26日，南西家
计屋丰富多彩的迎元旦活动正式拉
开序幕。不同于往常，这次的活动
采取了线上直播和群内互动相结合
的独特方式，既确保了防疫安全，又
不失热闹与趣味。

记者了解到，家庭关爱服务中
心每周开设有多个育儿指导班，为
了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更好展现
社区的文艺风采，中心从育儿班中
挑选出适龄家庭组成才艺展示团
队，并从中挖掘骨干家长作为节目
排演的领队，利用平日亲子活动的
空余时间组织编排儿童节目，以丰
富多样的演出迎接本次元旦主题活
动。

为做好疫情防控，原定于线下
的舞台表演改为视频录制的线上展
演。家长们虽然无法在线下相聚，
但线上观演的气氛也很火热。

在火车的汽笛声中，孩子们身
着红衣，双手有序前后摆动，脚下踩
着节拍奔跑，这是灵动班学员们带
来的音乐舞蹈《火车开了》。一片整
齐的白色，一张张充满活力的面孔，
一个个可爱稚气的身影，在音乐的
带领下，他们用舞步向观众们展示
独属于儿童的天真与热爱，这便是
创意美工班学员们的韵律舞蹈《加
油鸭》。呼吁环保的当下，一场环保
变装秀在南西家计屋的活动场地举
行，这是科学实验班带来的时尚走
秀《环保我在“行”》。镜头前，由亲
子创意打造的环保服装由孩子们穿
在身上亮相台前，孩子们通过生动
有趣的展演感受着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生活理念。

■记者 邢蓓琳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彭浦新村街
道在近期陆续向辖区内33个居民
区党总支和35个区域化单位定点
配送《红色静安—首部党章诞生地
的100个故事》品读会活动，带领基
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一起回顾在静
安，这片红色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
红色岁月，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街道党工委特别邀请静安区五
星讲师团成员张校中和陈新光分别
为党员们主讲了《深入敌腹逞英豪
——刘长胜的地下斗争岁月》和《自
古英雄出少年——上海大学的师与
生》两场红色故事品读会。

张校中带领党员们走进中共上
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暨刘长胜
故居，从刘长胜的少年、青年阶段的
成长经历以及投身革命事业的历史
脉络讲起，为大家再现了当年艰苦
卓绝的地下斗争史。

陈新光用生动诙谐的语言为党
员们讲述了上海大学的“前世今
生”。他说，在上海大学的办学历史
上，涌现了一批又一批能人志士，他
们用自己的热血和智慧为中国传播
了新的革命思想，汇聚了宣传党的
思想理论的中坚力量，引领了众多
青年革命者踏入马克思主义思想园
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近现代革命
斗争史上的重要历史节点。

参加品读会的党员代表也各自
分享了品读感悟。彭浦新村派出所
一位党员代表表示，通过两位老师
的品读分享，自己对于老一辈革命
者无私奉献的精神有了更深的感
悟。作为一名民警，在以后的工作
中一定要继承好、发扬好革命精神，
努力为辖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
题，切切实实为群众办实事。社区
单位一位党员代表也表示，今后不
仅要继续坚持为居民提供便利、贴
心的金融服务，还要更加积极主动
地了解社区居民需求，把服务送到
居民家门口。党员代表们纷纷表
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继承和发扬
革命先辈的担当精神，立大志、明大
德、成大才、担大任。

活动最后，党员们还在静安区
优秀共产党员和彭浦新村街道公益
领袖的带领下，面向党旗、再次集体
重温入党誓词。

■记者 顾武

本报讯 石门二路街道在全面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培训和督查的
同时，根据辖区建于20世纪的老旧
小区较多的状况，以沁园邨小区为
试点，多管齐下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据了解，沁园邨小区位于石门
二路街道新闸路 1124 弄，建于
1930年，著名影星阮玲玉曾居住于
此，是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保护
建筑，小区共有居民261户。

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中，街道
将该老旧小区接入“一网统管”系
统，对小区的垃圾箱房进行了再次
升级，通过安装摄像头、语音警示系
统以及除臭设备等，垃圾箱房被赋
予了实时监控、对话和除臭设备缺
液报警等全新功能。

另外，在该小区垃圾桶内加装
了满溢监测预警器，垃圾满溢度
达到设定值时便触发系统警报，
驳运人员闻警后就会立即前往相
应点位进行驳运，从而有效杜绝
了小区垃圾桶垃圾满溢无人清理
的现象。

沁园邨小区中住着许多喜欢
养护花卉植物的中老年人，为此居
民区干部利用街道每日湿垃圾就
地处置后生产出的有机肥料，在小
区中设立“有机肥料免费领取点”，
供广大居民领取使用。这样做，一
方面是为了将居民日常产生的湿
垃圾就地进行源头减量处理，一方
面又起到了将垃圾分类宣传知识
和要求潜移默化地深入居民心田
的效果。

此外，石门二路街道和居民区
党总支根据沁园邨小区内流动租
户相对较多的现状，统筹小区居委
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三驾马车，同
向发力，在有限的社区范围内，因
地制宜地不断更新垃圾分类宣传
内容，使垃圾分类融入沁园邨的每
个角落。

■记者 王文瑛

本报讯 近期，北站街道城运
中心联合城管中队、市场监管所对
天目中路、海宁路、晋元路及塘沽
路等大中小道路的沿街商铺垃圾
分类进行联勤联动，依据《2021年
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效综合考
评办法》及沿街商铺生活垃圾分类
实效测评细则，开展监督检查行
动。

要求沿街商铺签订责任告知书
及垃圾分类承诺书，张贴垃圾分类
海报，增加宣传氛围，各店需做到垃
圾分类存放，并有规范标识区分。
针对餐饮类商铺，后厨必须要有规
范干、湿垃圾容器；餐饮单位必须主
动对餐厨垃圾及废弃油脂进行备案
申报。

检查行动中，针对因商铺业态
调整、人员变动等导致员工知晓率
低，场所分类标识缺失不完善，干湿
垃圾分类纯净度不高，餐厨垃圾申
报备案手续不完善等问题，城运中
心主动张贴宣传海报，更新责任告
知书，提供规范分类标识，告知协议
签订及备案流程等。

整个检查过程中，北站街道职
能部门针对不同问题督促商铺进行
有效整改，商铺责任人也表示积极
配合，踏实做好垃圾分类的各项工
作。

轨道交通14号线开通

静安寺商圈出行更方便

南西亲子迎元旦

主题活动举行

读懂红色故事

传承革命精神

孕产运动公益课堂引入先进盆底康复项目

墨缘公益 艺心筑梦

城市温度主题公益展开展

“沁园邨”探索老旧小区

推进垃圾分类新路

北站街道多渠道

提升垃圾分类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