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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梅） 第 37届上海市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日前收官，松江师生在此次大

赛中斩获 261 个奖项，其中一等奖 26项、二等

奖 83项、三等奖 150项、优秀组织奖 1项、全国

青少年人工智能科普活动上海地区优秀奖 1
项。松江区九亭中学教师张华妃负责的《“奇

思妙想”项目化科创课程实施方案》科技辅导

员创新成果被推荐入围第 36届全国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

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副主任方敏芝介绍，为

鼓励青少年勇于创新、积极探索，形成社会各

方共同助推青少年创新的新局面，本次大赛另

有64家单位设立722个专项奖，我区师生共斩

获其中21家单位的61个专项奖。

据了解，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创办

于1982年，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地方

赛事，每年吸引近 30万选手参与，集中展示了

我市中、小学各类科技活动优秀成果，已经成

为市内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规模最大、影响最

广的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

本次大赛由市科协、市教委、市科委等 15
家单位联合主办，从去年7月开始准备，因疫情

影响，大赛终评延期至今年6月举行，全市共有

12895份申报材料参与评审。大赛实行“一核

六审”制，即“学校（单位）核准、资格审查、网上

预审、原创核审、学术评审、展前复审、专家议

审”，500余名评审专家对参赛作品和参赛选手

进行多轮综合考察和评判，重点关注参赛选手

的科研潜质、科研过程和创新素养。

大赛设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科技创意、

科幻画、科技辅导员创新成果、青少年科技实

践活动、优秀组织奖六大板块。松江赛区共收

到青少年创新成果400余项、科技创意287项、

科幻画 250 幅、实践活动 14个、科技辅导员创

新成果15项，经过专家网络初评和在线终审问

辩，最终共有51所学校的650项作品参赛。

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皮薄多

汁，吃口脆甜。记者从仓桥水晶梨生

产基地获悉，今年的水晶梨已于近日

上市，约在7月15日起产量将进一步

提升。据悉，仓桥水晶梨今年产量有

所下降，但高品质一如既往。

7月 5日，在位于永丰街道的仓

桥水晶梨生产基地，记者看到，园内

的水晶梨已挂满枝头，果农们正忙

着采摘。值得一提的是，为保护果

实，每一只水晶梨都套上了保护袋。

成熟的水晶梨个头适中，浑圆

诱人，在阳光照射下更显晶莹剔透，

担得起“水晶”二字。切开的水晶

梨，果肉雪白，咬上一口，汁水四溢、

清爽甜蜜，还能消暑解渴。“以前有

客人说，吃了仓桥水晶梨，就再也不

想吃其他梨了。”上海市梨研究所所

长、基地负责人金凤雷笑着说。

据了解，受疫情影响，今年仓桥

水晶梨产量比往年减少了近三分之

二，上市时间也较往年偏晚。“目前

上市的是‘早生新水’这个最早熟的

品种，量比较少，真正上产量要到 7
月15日前后。”金凤雷说。

好在产量的减少并不影响仓桥

水晶梨的高品质，一如既往脆甜、多

汁。“根据标准，糖度不小于 11 时，

我们的仓桥水晶梨就算合格了。刚

才我随机挑了一只测试，糖度已经

超过15。”仓桥水晶梨技术员林雪君

介绍。

目 前 ，市 民 可 通 过 拨 打

4006198618 电话订购仓桥水晶梨，

之后还将可通过“鱼米之乡”“上海

信得过果园”小程序选购。

本报讯（记者 李光）同一区域

不同性质的两幅地块统一建设、分

别确权，地面建成幼儿园；地下作为

停车库，白天供教师、家长停车，晚

上作社会停车场，这样既缓解了周

边地区停车难问题，又能改善道路

周边的城市环境面貌。新桥镇首例

建设用地地上和地下分别确权的项

目——新南街公共服务配套用房及

地下停车库新建工程7月1日开建，

预计于明年9月竣工。

新南街公共服务配套用房及地

下停车库新建工程是新桥镇2022年

度重点建设项目之一，该项目总用地

面积 3326.9 平方米，总投资约 1.05
亿元，南临六磊塘、北至新南街，附近

便是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依河而

建，地理环境优越。项目原规划用于

建设商业房产，考虑到镇域停车困

难，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不足，新桥镇

党委、政府经慎重研究决定在这里建

设公共配套用房和地下停车场。

据了解，新建项目与晨星幼儿

园为同一区域的两幅地块，地下建

设停车库，地上建设新桥学校的接

送广场、幼儿园和社区配套服务用

房。据新桥镇副镇长付本林介绍，

建设用地地上地下分别设立使用

权，促进空间合理开发利用，此举为

新桥镇首例，在松江属于第二例，首

例为思鲈园。

规划之初，新桥镇创新性地提

出由政府出资对两幅地块地下空间

进行整体开发，可增加停车位 182
个，既能满足控规要求，又解决了集

镇区的停车难问题。同时，西侧的

一幢 4层公用建筑不仅能提供集镇

区办公空间，还设置了一处会所，能

够满足周边居民的活动需求。“这是

新桥镇和区教育局在公共配套和教

育建设方面的一次创举。该项目的

落地，实现了国土空间资源的集约

高效利用，在城市空间立体开发方

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付本林说。

本报讯（记者 陈菲茜

通讯员 张嘉煜）周围环境

吵闹，考生无法安心备考怎

么办？松江警方与相关酒

店沟通，暖心安排“高考保

障房”，为考生营造安静的

备考环境。

7 月 5 日，松江公安分

局方松派出所紫东新苑社

区民警王亮亮收到社区工

作群内居民发来的求助，反

映其女儿即将参加高考，但

是隔壁的装修噪音影响了

孩子的复习和休息。无独

有偶，当天，另一位居民也

在 群 内 反 映 了 类 似 的 问

题。王亮亮立即上门了解

情况，经与装修工人沟通，

对方表示将在接下来几天

尽量避免发出大的噪音。

考虑到装修房子难免有噪

音，王亮亮随即召集楼组

长、网格长集思广益。

经过沟通，小区附近一

家酒店的负责人戴经理表示，7 月 5 日至 9
日，愿意为紫东新苑内的所有考生提供免费

的“高考保障房”。为了给考生更好的复习

和休息环境，王亮亮建议每间“高考保障房”

的位置都要保证光照，避开面向马路的一

侧，以确保安静。酒店方还在房内布置了加

油标语，准备了爱心午餐、功能饮料等。万

事俱备后，7 月 6 日上午，王亮亮将“高考保

障房”的照片发到了社区工作群内，表示欢

迎有需求的考生家庭入住。

“高考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我们

警方也希望能给考生带来更加舒适的备考

环境，祝他们金榜题名！”王亮亮说。

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 通讯员 沈峥毅）昨

天上午，松江供电公司开展高考前最后一次供

电大检查工作，全力以赴保障区内各考点用电。

当天，松江供电用电检查人员高林飞和

同事们前往松江二中考点检查，他们首先来

到学校配电房，依次检查了学校配电房高低

压配电柜，陪同学校电工完成双路供电的电

源切换试验，确定双路电源可靠，并对重要负

荷低压出线柜进行测温，发现发热点，及时排

除故障隐患。随后，他们来到教学楼，检查了

每栋教学楼的低压配电箱。最后还对学校的

用电大户——空调系统的用电线路进行了检

查，确保高考期间学校用电安全可靠。

“上海最近都是高温，我们检查一定要更

细致，保障高考期间学校正常用电。”高林飞

说，这是他连续第 12 年回母校做考前用电检

查，“当年我是考生，现在我成了‘幕后人员’，

为学弟学妹们保驾护航，希望大家都能考出好

成绩。”

据悉，高考期间，松江供电公司工作人员

将驻扎全区八个考点现场待命，确保考试用电

无忧。

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 本周的松江暑

热依旧。昨天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到夜里

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温度可达37℃。

7月 7日至 9日，上海市高考期间，松江

热浪滚滚，极端最高温度可达 37℃，午后可

能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相关部门提醒，

由于气温高、湿度较大，白天体感闷热，考生

在防暑降温的同时，切勿贪凉，不要食用生

冷食物，避免引发肠胃不适。

预计未来一周，松江将出现持续高温天

气，极端最高温度徘徊在37℃左右。未来几

天具体天气情况为：7月7日（周四）多云，午后

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为28至37℃；7月8
日（周五）多云，午后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

雨，气温为28至36℃；7月9日（周六）多云，午

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为28至36℃。

本报讯（记者 陈菲茜） 2022 年上海市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文化考试将于 7 月 7 日

（周四）至 9日（周六）举行，松江共设八个考点

（含两处应急考点）。考试期间，这八个考点周

边将实行交通管制，并设置临时停车区域。

据悉，这八个考点分别为松江一中、松江

二中、松江二中（集团）初级中学、上海师范大

学附属外国语中学、华东师范大学松江实验中

学、东华大学附属实验学校，以及应急考点华

东政法大学附属松江实验学校、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附属松江实验学校。根据考试安排，7月8
日下午 3时至 5时为外语考试时间（含听力）。

在该时段内，松汇中路（人民南路—谷阳南

路）、邱家湾（方塔北路—北内路）、中山东路

（方塔北路—北内路）、仓丰路（玉树路—永丰

路）、南青路（谷阳北路—通波路）、弘翔路（辰

塔路—文涵路）禁止社会车辆通行。需要注意

的是，高考期间，仓丰路（玉树路—永丰路）、南

青路（谷阳北路—通波路）对社会车辆实施西

向东单向通行。

为方便家长接送考生，松江交警在松汇中

路道路南侧、中山东路道路南侧、方塔北路道

路西侧、仓丰路道路南侧、南青路道路南侧、弘

翔路道路北侧设置了临时停车区域。请考生

家长根据现场指示牌标示，听从现场民警指

挥，有序停放车辆。

第37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收官

松江师生斩获261个奖项

本轮疫情暴发后，得知我们小

区有志愿者群，我想：这个时候作为

一名党员应该出一份力。于是，我

加入群后第一时间报名成为核酸筛

查志愿者。当时，小区志愿者有 30
余人。随着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

后来增加到157人。

从事志愿服务期间，我认识了

很多邻居，也结识了更多朋友。这

些志愿者中，有上海马拉松的常客

“梅大侠”，有直言不讳、雷厉风行的

老党员张老师，有性格开朗的幼师

陆老师，有带着两个孩子的唐姓“宝

妈”……从刚开始的四个多小时，到

最快两个小时完成小区全员核酸检

测，志愿者队伍的工作效率和服务

水平都在提升。

一条条接龙、一次次配合、一张

张笑脸，见证着我们作为志愿者的

诚意和邻里间的情谊。印象最深的

一次是 5 月 20 日那天，多才多艺的

陆老师给大家的防护服上绘上了各

色图案和祝福，传递着我们对生活

的热爱和抗疫必胜的坚定信念。

居家抗疫的日子离不开“柴米

油盐酱醋茶”。为了保障居民的生

活需求，在金地艺境居委会张书记

的带领下，我们小区党员组建了生

活物资团购组，并特别建立了 2 个

公益团购群，着重解决米面油、猪

肉、蔬菜及水产品的供应，累计完

成社区团购 15次。特殊时期，小区

2 个公益团购群的“夏团长”和“俞

团长”发挥了关键作用，“夏团长”

组织得力，各个流程进行得井井有

条；“俞团长”亲力亲为，用心地倾

听每个人的诉求，耐心解决问题。

还有热情如自家大姐的朱老师，一

直在我们身边处理大大小小的事

情。小时候的课本上有句古诗：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我们

特意组织了一次鲈鱼团购。当大

家在微信群里晒出各种美食照片，

探讨着各自的烹饪方法时，这不就

是日常生活中最鲜活、最打动人的

时刻吗？

为了便民，我们还成立了专门

的物资派送小分队，无论是居委会

组织派发的生活物资，还是公益团

购分发的团购物资，小分队成员在

“胡队长”的带领下，都很好地完成

了任务，得到了居民的一致肯定。

公益团购后续还承接了“天猫淘鲜

达”的社区团购派送，这期间一共完

成 26 天 27 次的派单任务。与此同

时，在居委会闻主任的组织下，我们

联合物业公司成立了小区团购审核

小组，尽可能地规范社区团购，做好

物资消杀安全保障。近一个月，我

们完成团购审核 96 次。这些便民

的措施解了大家的燃眉之急，赢得

了大家的信任。

在这段时间里，还有很多志愿

者变身楼组长，建立了各自单元的

楼栋群，负责组织好每次核酸检测，

协调居民的配药需求等。正是在这

一个个楼栋群里，曾经互不相识的

我们，可以有困难发起求助，可以有

问题一起想办法。我的老家在湖

南，生活在上海的 13 年里，我从来

没有像现在一样拥有如此真实而强

烈的社会归属感。在上海这个偌大

的城市，疫情让我们可以有机会为

社区和社会作贡献，增进了邻里感

情，获得了志愿者之间的友谊。这

是如我这样的志愿者始终坚持在抗

疫一线的原因。

正如我在茸城先锋卡上写的：

“人民向往之城，因为有你们，始终

有你们，感谢有你们。”从这么多的

党员和志愿者身上，我看到了松江

的未来和希望。我相信，只要有这

样一支队伍，我们就能一起面对生

活中的挑战，一起建设好我们共同

的家园，一起将人间烟火气氤氲在

我们以后的幸福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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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高温天来袭
高考期间热浪滚滚

考点周边实行交通管制，设置临时停车区域

松江高考考点交通指南发布

做好供电保障 护航学子高考
松江供电公司开展供电大检查

地面建成幼儿园
地下用作停车库

新桥首例建设用地地上地下分别确权项目开建

皮薄多汁糖度高 浑圆诱人品质好

仓桥水晶梨上市

“我看到了松江的未来和希望”
——社区抗疫志愿者李建福有感

□李建福

持续的高温天里持续的高温天里，，城市城市““守护者守护者””们头顶烈日坚守一线们头顶烈日坚守一线。。连日来连日来，，松江交松江交

警坚守交通指挥岗位警坚守交通指挥岗位，，维护城市交通秩序维护城市交通秩序，，保畅通保安全保畅通保安全。。图为图为77月月55日日，，交交

警正在荣乐中路西林北路口指挥交通警正在荣乐中路西林北路口指挥交通。。 记者记者 岳诚岳诚 摄摄

图为用电检查人员正在松江二中进行供电大检查。 通讯员 沈峥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