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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区精神文明建设交流会在安亭举办
本报讯 11 月 24 日，嘉定区精
神文明建设现场交流会 （文明小区
专场）在安亭镇沁乐社区举办。上海
市文明办活动指导处处长郭俊，中
共嘉定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明
办主任徐嵘，安亭镇政府相关领导
以及区各街镇和相关部门宣传干
事，
各农民动迁小区、别墅区居委书
记、
负责人，
安亭镇全体社区负责人
共 100 多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分为现场参观和会议交流
两部分，旨在通过社区相互间的交
流分享、
学习促进，进一步提升嘉定

图片新闻

小区的精神文明建设水平，进而巩
固全国文明城区创建成果。
与会领导、来宾对沁乐社区楼
组课堂内容进行了实地参观，分别
查看了 1 号楼、60 号楼的“楼道改
造”、社区居民家风家训展示长廊、
传统农村文化微展示以及“党的十
九大精神”
微宣讲等内容。社区特有
居民家训、农村
的楼道墙绘和装饰、
老物件展出、十九大精神宣讲让参
观者印象深刻，对沁乐社区精神文
明及宜居家园建设情况表示了高度
郭俊和徐嵘还一
认可。参观过程中，

挂牌。
同为 1 号楼
“温馨楼组”
现场交流会上，安亭镇介绍了
以嘉定创城为契机，以宜居家园建
设为抓手，实施“礼乐修身”市民素
质提升行动，创新推出“乐享空间”
参与
项目，
引导居民群众自治共治，
共创文明小区，取得良好效果的相
营
关情况。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中，
造文明温馨社区过程中，转变社区
管理模式过程中，安亭始终坚持以
为导向，
以项
活动聚人气，
以“和睦”
目解难题，一系列“妙招”缓解了社
区矛盾，
美化了社区环境，
拉进了居

本报讯 11 月 12 日，上海民族
乐团在安亭汽车博览公园的亲子
草坪，为社区居民们举办了一场高
质量的草坪音乐会。
一首欢快悠扬的民族管弦 乐
《庆典序曲》拉开了音乐会序幕。紧
接着一曲《双喜临门》让人领略到
了竹笛的清脆婉转；古筝曲《渔舟
唱晚》，旋律流畅优美，让人体验渔
民捕鱼归来的欢乐；一曲唢呐《百
鸟朝凤》将音乐会推向高潮，热情
欢快的旋律中百鸟齐鸣的热闹景
象如在眼前……

速公路上的平均时速在 100 公里以
上，
国道上也普遍达到 75 公里。
参与测试的 9 辆纯电动车全部
为国产自主品牌，
9 辆车续航能力
在 230 公里至 350 公里，比上一代
的 150 公里至 200 公 里 有明 显 提
升，
同时价格依然保持竞争力。
本次测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提升消
传播长三角充电网建设成效，
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接受度，
更
好地推广新能源汽车。
胡新栋

本报讯 近日，安亭图书馆举办
了一场
“百年书展”品鉴会。展出的
线装古籍共 19 册，字迹清晰，保存
完好，时间横跨清末光绪年间至民
国元年，内容囊括儒家四书五经等
经典书籍。古朴的书本样式，
深厚的
文化底蕴，
吸引了众多市民参观。
在古籍书展上一位年迈老 人
坐在轮椅上凝神观看古书的样子
令人动容。老人名叫方忠诰，已有
104 岁高龄，虽年事已高，但耳聪目
明，身体健康，平日热爱读书，尤其
是养生类书籍，还有每天写日记的
习惯。听说有和他年纪一样大的古
籍展出，老人兴致勃勃，一早便让
陪护人员送他来图书馆参展。老旧
“《论语》、
的书籍让老人感慨连连：
《孟子》 这些四书五经都是中国人
的宝贝啊。”市民顾纪荣在参展后

安亭公共场所安装 14 台救命仪
本报讯 安亭最近在学校、公
园、大型商场、机关等十多家人员
比较密集的公共场所安置自动体
外除颤仪(简称 AED)。一旦出现意
外情况，可以立刻进行急救，争取
黄金时间。
据了解，AED 是在救护车赶
到前，最大程度救治猝死病人的
全自动机器，是一种便携式的、可
供非专业人员使用的、抢救心源
性猝死患者的医疗设备，它可以
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并且给予
电击除颤，
被誉为“救命神器”。我
国每年有五十万人因突发心脏骤
停而猝死，而心脏骤停主要由于
心室颤动引起。想要挽救生命，必
须尽早进行心肺复苏和体外自动
除颤，除颤越早进行，救活几率就
越大。
AED 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在取出并打开 AED 后，按照语音
提示，撕开贴片包装和粘胶，将
黄色贴片贴于左胸部上方，红色
贴片贴于右胸部右下方。只要两

个贴片距离范围经过心脏即可。
贴完后，机器语音会立即提示正
在分析心律，并根据实际情况选
择电击还是继续人工救护，使用
过程不超过 1 分钟。在 AED 玻璃
箱 的 外 观上 ，还 可 以 看 到“ 仅 限
患者出现以下状况时使用：无意
识 、无呼 吸 、无脉 搏”字 样，并 且
明确标出急救使用的 6 个步骤。
据卫计办工作人员介绍，箱体在
打 开 后 12 秒 左 右 会 直 接 连 接
120 呼叫系统。
据悉，安亭卫计办将以 AED
安置点作为镇急救知识和技能的
宣传阵地，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
练和公众培训等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宣传推广活动，在取得经
验后，在全镇推开 AED 公共化配
置项目，并与市 120 急救中心共
同开发“AED 地图”
，为心搏骤停
患者提供更多生机。
汪书春
* 根据上海市红十字会 AED
地图显示袁安亭范围内 14 台可供使
用的自动体外除颤仪地址见右图

十首好听又专业的乐曲吸 引
了五百多名居民前来聆听，一些居
民拿出手机录下了现场的演奏。
“我觉得这个草坪音乐会气场很
大，我很喜欢。感觉比在剧场里听
更接地气。”居民尚龙海高兴地说。
据了解，为了普及民族音乐艺
术，为居民奉上精致优雅、极具特
色的音乐大餐，安亭·上海国际汽
车城联合以“音色柔美、风格鲜明、
演奏精湛”而著称的上海民族乐
团，连续 5 年为周边居民奉上精品
草坪音乐会。
程静

百岁老人爱看百年线装书

大规模纯电动车城际测试安亭发车
到 6 个桩位。从停车、
刷卡到插入充
电枪，
2 分钟内就可以给车充上电。
9 辆车虽分属不同厂家，但基本都
能与充电桩匹配，半个多小时就可
以从 30%充到 80%。此外，
为了尽量
还原真实的驾驶情境，试驾车辆还
模拟举家出行的重车情形，每辆车
至少乘坐 4 人，
而且外带行李。从安
亭到溧阳，单程约 250 公里,只有在
中午吃饭时，车辆才会在邻近充电
高
站补充 45 分钟的电量。这一路，

民文明素养得到实质性提升。
据悉，安亭全镇有 30 个社区居
委会和筹建组，其中 9 家为农民动
迁小区，共辖 110 个住宅小区，管理
近 6 万户居民。近年来，安亭在嘉定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目标指引下，
着力加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广泛
开展市民修身行动，加强对居民的
道德实践养成和文明素质培育，不
断提升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改善
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提高
城市文明程度和居民素质，让社区
居民共享文明成果。
胡新栋

居民乐享草坪民乐会

奥林匹克公园二期开园
孩子们又有了游玩的好地方
11 月 11 日，安亭新镇奥
林 匹 克体 育 公 园二 期 正 式 开
放。该公园是继 2016 年 8 月一
期公园开园后的又一项惠民配
套设施。公园在设计上延续一
期体育主题的特色，但在定位
上突出儿童游乐主题。设有两
块阳光大草坪，可供居民野餐
聚会，并为 2 岁以上儿童设计
“恐龙乐园”两
了
“丛林探险”和
大活动场地，可以让孩子尽情
玩耍，
亲近自然。公园内还设有
足球场、网球场、篮球场、羽毛
球场、乒乓球场、游泳馆、步行
骑行步道等项目，提供全龄段
的运动服务。公园 24 小时免费
向市民开放。
苏凤仪

本报讯 由上海市新能源汽车
推进办公室主办的首次纯电动汽
车城际行车测试近日在安亭发车。
两天内，参与测试的 9 辆电动车完
成了 500 公里行程，无一掉队。
测试车途经浙江湖州，于当天
下午抵达江苏溧阳。沿途包括高速
公路、
国道、城市道路等路况。返程
则经过约 30 公里的盘山路，沿沪渝
高速回到上海。沿途每个服务区都
建有国家电网的充电站，一般有 4

民间的距离。
沁乐社区、讴象社区分别带来
了《我的美丽楼道》和《寻找》两个节
目，生动演绎了居民参与小区建设
前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两家社区通
过多种形式，展示各自在开展小区
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打造美丽温馨宜
居小区中的做法和实践成果，充分
发挥自身特点、把握居民需求导向
以及问题短板，从无到有，逐渐升
级，扩大了居民参与文明建设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在美化生活环境的
同时，市民不文明行为明显减少，市

安装点

地址

使用情况

安亭高级中学

墨玉北路 868 号

1 台渊半公开冤

方泰文体中心

嘉松北路 4355 弄 88 号

1 台渊半公开冤

黄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安亭镇新黄路 10 号

1 台渊半公开冤

黄渡公园

安亭镇新黄路 40 号

1 台渊全公开冤

安亭国际汽车城置业公司

安亭镇安礼路 236 号

1 台渊全公开冤

安亭汽车博物馆医务室

嘉定区安亭博园路 7565 号

1 台渊半公开冤

安亭博览公园保安室

安亭镇博园路 7575 号

1 台渊全公开冤

嘉定消防支队安亭中队

安亭镇宝安公路 5363 号

1 台渊半公开冤

安亭镇嘉亭荟

墨玉南路 1077 号

1 台渊全公开冤

安亭财富广场正门

安亭镇曹安公路 5616 号

1 台渊全公开冤

安亭镇人民政府

安亭镇墨玉路 79 号

1 台渊半公开冤

安亭小花园卫生服务站

安亭镇昌吉路 231 弄 2 号

1 台渊半公开冤

安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安亭镇民丰路 1200 号

1 台渊半公开冤

安亭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安亭镇墨玉路 621 号

1 台渊半公开冤

注院AED 安装地址信息中的野半公开冶指的是只能在 AED 设置单位范围内
使用袁野全公开冶是指可离开设置单位进行使用遥

深有感触：
“ 这些百年的古籍让我
大开眼界。”
据了解，古籍是一位远在连云
港的热心藏书爱好者提供的。为了
让更多的人共同欣赏、品鉴到稀有
古籍，藏书者将精心收藏的其外祖
父幼年时期的私塾学习用书邮寄
到安亭，由图书馆展出。本次展出
将持续到 12 月底。
苏凤仪

安亭医院新院
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本报讯 经过一年多建设，安
亭医院新院主体结构施工完成，现
进入室内外装修阶段，将于 2019
年投入使用。
在安亭医院新院的建筑工地上
可以看到，室内外装修已全面启动，
12 层高的综合楼外墙装饰正在进
行，
内部墙面粉刷也在同步施工。
新院总建筑面积超过 6 万平
方米，核定床位 500 张。 胡新栋

汽车城 EVCARD
足球联赛开幕
本报讯 11 月 9 日，安亭·上海
国际汽车城体育赛事发布会暨
EVCARD 足球联赛开幕式在汽车
创新港举办。
此次体育赛事中，引入了职业
赛事的足球赛事集锦、五佳球、奥
运乒乓项目专用球台等元素，效仿
体育职业联赛的赛事分红机制，设
置特色分级奖金。本次比赛还颁布
了最新的赛徽和奖杯。
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