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支国内外顶尖球队齐聚黄浦江畔

世界街球赛媲美NBA明星秀
本报讯（记者 秦东颖）

2019 JUMP10 世界街球大
奖赛昨晚在黄浦江畔的上
海世博源庆典广场拉开帷
幕。

今年 JUMP10世界街球
大奖赛国际海选赛走过亚
洲、欧洲、大洋洲、美洲四大
洲的 11 个国家和地区，在
美国奥兰多、澳大利亚墨尔
本、希腊雅典、英国伦敦、加
拿大多伦多等 12 个城市进
行严格的海选赛， 产生 12

支国际代表队。他们不远万
里来到中国上海，争夺最终
荣耀。

在国内中国队选拔赛
上， 东莞站冠军海口和平城
市队、 宁波站冠军上海YM

队、 佛山站冠军广西禄丰篮
球俱乐部、 上海站冠军上海
1980S篮球俱乐部四支队伍
获得代表中国队出战的资
格。 他们坐镇主场与12支国

际队伍争夺2019世界街球大
奖赛的冠军头衔。

比赛将先进行小组赛，

每个小组前两名进入淘汰
赛，采取单淘赛制直至决出
冠军。JUMP10 世界街球大
奖赛还特设精彩刺激的扣
篮大餐，四位全球顶级扣将
的身体素质劲爆，垂直起跳
均超过 1.25米，将为上海球
迷献上媲美 NBA 全明星扣
篮大赛的表演。

JUMP10世界街球大奖
赛由上海洛合体育发展有
限公司在 2016 年创办，是
亚洲唯一世界级民间篮球
大奖赛，拥有独创的赛事规
则、盛大的赛事规模、职业
级的赛事对抗，也为世界各
国和地区的顶级街球球队
来中国参赛开辟先河。

为期四天的民间篮球
盛事，将点燃上海乃至全国
篮球爱好者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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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裘雯涵

为寻访孔子踪迹，今年
暑假，“浦江学堂” 行字级的
师生、 家长一起前往山东曲
阜， 进行为期三天的传统文
化体验活动。 即将升入三年
级的王应畅告诉记者， 这次
出行使自己真正懂得了 “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

穿汉服祭孔子
三天的行程中，孩子们

印象最深的是在孔庙参加
祭拜大典的时刻。浦江学堂
创始人鲍鹏山教授当主祭。

在目睹他整衣冠、 洗手，到
孔子香案前上香鞠躬、跪读
祭文等整个过程后，每个班
级依次行鞠躬礼，对着先贤
孔子许下自己的愿望。

祭拜大典结束后，孩子
们游览了孔府和孔林，还参
观了孔子博物馆， 踏访孟
府、孟庙和孔子的出生地尼
山。穿汉服、学国学、拜孔
孟，全程穿着汉服的孩子们
仿佛“穿越”到古代，成为孔
子弟子中的一员。

培养学习型家庭
在曲阜，孔庙、孔府、孔林并称为“三孔”。

“三孔”景区有个规矩，只要通过论语背诵活动，

就可以免票进入。不过，要想通过这项测试，并
没这么容易。参与者要背出 30条《论语》，而且
必须是原文， 不是其中的一部分。 比如只背诵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不能过关，必须背诵“子
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在浦江学堂的学生和家长前往曲阜之前，

“三孔”景区负责人特意来上海，给游学活动的参
与者进行“面试”。为了准备这场“面试”，家长和
老师动足了脑筋，还制作了“每日一图”方便背
诵。 经过一个月的集训，70%以上的学生和家长
都通过了“面试”。“这不是一张门票的事，而是
培养了一个学习型的家庭。”王应畅的母亲说。

补上“敬畏”一课
暑期前往孔子的故乡游学祭孔，能够给孩

子们“补”上哪一课？在鲍鹏山看来，在曲阜实
地探访，不仅能够让孩子们对《论语》有更为感
性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更重要的是能够教会
他们什么是 “敬畏”。“现代生活缺乏仪式感和
敬畏之心，很多价值观没有很好的载体。”他认
为，孩子如果从小缺乏敬畏之心，就容易飞扬
跋扈、自高自大。祭孔仪式只是个形式，最重要
的还是让孩子们懂得敬畏，学会谦恭。

从曲阜回到上海后，不少家长感慨，这趟
旅程比旅游有意义得多。鲍鹏山说，国学不是
单纯的知识传授， 更是一种价值观的教育。通
过系统地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能够培养孩
子正直的品行、明确的是非观，培养他们的大
格局、大眼界和胸襟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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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熠）8月
12日，上海交响乐团将在音乐
总监余隆的带领下，开启为期
23天的上交 140周年世界巡
演， 演出行程涵盖英国BBC逍
遥音乐节、琉森音乐节、美国
拉维尼亚音乐节、爱丁堡国际
艺术节等多个国际一流音乐
节，几乎是中国巡演史上规格
最高的一次“走出去”。

覆盖众多一流音乐节
巡演行程表上， 上交将先

后去往华盛顿、 芝加哥、 爱丁
堡、琉森、格拉芬内格、阿姆斯
特丹、 伦敦等五个国家的七个
城市， 并将首度登陆多个国际
一流音乐节。眼下，西方观众对
上交的亮相充满期待。 英国媒
体把上交的这次首秀， 同海丁
克与维也纳爱乐，巴伦博伊姆、

阿格里奇与西东合集， 杨松斯
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等一
线卡司阵容， 并列为今年逍遥
音乐节的十大精彩看点。

巡演曲目中包括拉赫玛
尼诺夫的《交响舞曲》、肖斯塔
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和陈
其钢的《五行》三部管弦乐作
品。重磅推出的《五行》，将用
音乐语言阐述 “金木水火土”

的传统哲学思想。“音乐本身
是另一种语言， 它无需去阐
释，每位观众都将有自己的理
解。”余隆说。

曾牵手上交、并与世界一
流乐团都有过合作的小提琴家弗兰克·彼得·齐
默尔曼，以及少年时即与克利夫兰交响乐团合作
的大提琴家艾丽莎·维勒斯坦将加盟此次全球巡
演。去年在利兹钢琴大赛拔得头筹的陆逸轩也将
参加上交在逍遥音乐节的演出。

在“走出去”中交流
昨天，记者探班时发现，参加巡演的每位演

职员手上都有一份“巡演手册”。这份厚达 53 页
的手册除了演出信息外，酒店信息、飞机航班、大
巴分车， 甚至酒店和剧场周边的出行用餐信息、

各点之间的车程距离都一一列明。大到乐器的携
带运输，小到演奏员袜子的颜色长度，都有一套
规范的标准和要求。

“这些细节都是演出成功的前提和重要保障，

更是乐团巡演是否职业化的一个缩影。”上海交响
乐团团长周平说，吸取往年经验，考虑到国际航段
的复杂性及高频率的转机，为了降低巡演损耗，含
小提琴在内的所有乐器几乎都走货运； 为了乐手
能充分休息，如果路上行程超过 4小时，当天晚上
也不安排演出。“以前巡演时， 乐团就像公路考察
队，天天披星戴月；但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我们
逐渐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更科学、合理地安排演
出行程，这也是为了保障演出质量。”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走出去”的职业乐团，上
交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在世界舞台上展露头
角，到2009年音乐总监余隆上任后，上交加速乐团
职业化发展的同时也加快了亮相国际舞台的步
伐。从2010年美国纽约中央公园、波兰“贝多芬音
乐节”， 到2014年德国与荷兰巡演、2015年美洲巡
演，再到2017年的欧洲巡演和今夏的世界巡演，上
交一步步用有计划、 有部署的巡演战略和东西对
话的优美音乐，体现出乐团国际巡演的职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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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日”全市开展近300场健身赛事，第一片市民公共运动场完成智能化变身

申城体育生活进入“共享时代”
■本报记者 秦东颖 实习生 史欣安

昨天是全国第十一个全民健身日，全市
开展了近 300场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其中包
括在延福公园市民球场举行的上海城市业
余联赛 “黄浦·我来赛” 全民健身篮球赛。

2004年建成的延福公园市民球场是上海第
一片市民公共运动场；15年后的今天， 它搭
上“互联网+体育”的快车，通过智能化升级
变成了共享运动场， 为市民提供更专业、安
全、便捷的篮球活动场地。

提升场地管理效能
作为人口密集的特大型城市，上海体育

场地资源有效供给不足与部分场地利用率
不高的现象并存。过去，市民球场实行属地
化管理， 由于地域分布差异和信息传递不
畅， 经常出现场地利用率不均衡的现象。大
多数球场需专门聘请管理人员，场地管理维
护成本较高，但开放收费标准不一，服务水
平参差不齐。

目前上海正在推行“共享球场”概念，借
助九回共享运动场的管理系统，实现对运动
场的智能化无人管理。 系统集成了用户端
（微信小程序及 APP）、管理端（后台管理平
台）、设备端（智能硬件设备）、赛事端（通过
用户平台进行赛事信息发布及参赛人员管
理），大大提高了运动场管理水平及使用率。

黄浦区体育局局长沈云告诉记者，通过引入
共享运动场的“互联网+体育”技术，不仅给
原有的街道属地化管理减负，也更符合年轻
人对运动的需求。

智能化升级后的延福公园市民球场，由
原有 4片非标球场改成 2片标准篮球场，可
分可合，适合多种比赛需求。球场里留下的
库里等 NBA球星的手印、脚印，也有望成为
吸引篮球爱好者的又一“卖点”。未来，黄浦
区体育部门将在球场开展面向市民的小型
赛事、 面向青少年和学校教练的培训等，让
球场服务更多人群。

市民体验参与感更好
参加“黄浦·我来赛”的选手是通过小

程序完成报名、检录的，赛后还能在小程序
上看到比赛视频和图片， 一键关注后的体

验感更好。大三学生小陈告诉记者，平时他主
要在虹口区打球， 通过小程序知道这里有比
赛， 就和同学组队参与，“小时候来这里打过
球，当时公共运动球场还没有这么多。如今‘故
地重游’，这里不但环境好、氛围好，时尚感也
更强。”

以“共享球场”为载体，场地资源共享的同
时，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篮球社群”，这也
给后续组织比赛、约球提供了一个“运动朋友
圈”。小程序的注册用户都是篮球爱好者，通过
小程序报名参加赛事也改变了以往的报名模
式，更加方便有效。今年，静安区通过举办共享
球场赛事，激发了篮球爱好者组队参赛，同时
又推介了辖区内的共享球场。

上海九回体育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戴富
祺介绍， 上海目前已经改造完成 41个共享球

场， 年内有望完成 80个。“日常有 13.8万人经
常在使用小程序，其中二三十岁年龄段占 50%

以上。共享球场的人脸识别系统有待进一步完
善，今后还考虑增加智能化饮水机、扫地机器
人等，市民不用带手机就能来打球，享受更好
的运动体验。”

趣味运动带来共享教练
昨天“全民健身日”， 由徐汇区体育局主

办、上海市东亚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承办的 2019

“不负夏日”汇运动嘉年华在上海体育场阿迪达
斯足球公园举行。 嘉年华活动围绕六大板块展
开，分别为篮球、足球、橄榄球、棒球、体适能及
趣味运动，近 400组家庭、超过 800人参与。上
海久事男篮青年队主教练彭飞来到现场， 悄然
扮演起“共享教练”的角色。

彭飞对正在投篮的 8 个孩子进行了技术
指点。他首先简单介绍持球技巧、发力方法，而
后便让孩子们进行尝试。孩子们一开始有些害
羞， 但很快便在彭指导面前展示起自己的球
技。 彭飞说：“上海男篮非常关注青少年的培
养，也许可以通过本次嘉年华，找到一些不错
的小球员。”他认为，这样的活动可以吸引青少
年来到运动场上，即使他们只是来玩，也比在
家沉迷于手机、电脑好。

68岁的市民张阿姨带着 7岁的孙女及同
学一起参与活动。张阿姨与上海男篮曾有不解
之缘，她家有一个由上海男篮名宿李秋平签名
的篮球。张阿姨认为，全民健身理念的提出，对
提高人们的体质与健康水平大有裨益，“篮球
使小朋友变得更开朗了，在球场上学到的智慧
对于她的学习也会有帮助。”

今日看点引入共享运动场的“互联网+体育”技术，更符合年轻人对运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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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一夏”

昨天是第十一个全民健身日，全市各区组
织开展健身项目培训及赛事活
动，让市民“运动一夏”。近千处
公共体育场馆和社区公共体育
设施免费开放，116 个社区体质
监测站点等提供免费服务。

本报记者 沈阳 摄影报道烈日当空，不少泳客仍选择在室外游泳健身消暑。

市民们在室内羽毛球场打球。

昨晚的世界街球大赛中，美国队（蓝）对阵希腊队。 本报记者 邵剑平 摄

钱汉东《江山胜迹》出版
上海书展期间将现场签售

本报讯 （陈丽娟）上海田野考古作家钱汉东
新著《江山胜迹———钱汉东中华名胜题刻选》，近
日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并将在 2019上海书
展上与读者见面。

钱汉东曾先后为中华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

普陀山、峨眉山及九华山题匾写联；为中华文化
史上三位伟人———屈原、李白、苏东坡等写碑题
匾，且他所题匾刻碑挂联的诗文多为其原创。《江
山胜迹———钱汉东中华名胜题刻选》一书从钱汉
东为各地名胜古迹题写的 200 余件碑匾中遴选
出 120余件，并用散文形式描述了立碑题匾之处
的历史文化背景。全书 20余万字，时间跨度长达
50年。 该书首发式将于 8月 15日上午 10时 45

分在上海书展中央大厅举行。届时，钱汉东将用
毛笔为读者现场签售。

扫扫二维码
看体育嘉年华

挂图作战实行乡村振兴目标管理（上接第 1 版）而在今年二
季度的“制度清单”中，重磅之一
在于促成了市委组织部与市农业农村
委共同印发《关于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中选派优秀干部支持本市经济相对薄
弱村发展工作的通知》， 明确面向全市
527个经济相对薄弱村，从市级机关、市
属国有企业和各区政府机关、企事业单
位中选派优秀干部支持薄弱村发展，从

今年 6月 21日起选派 200名驻村指导
员，要拜农村这块火热土地为师。

市农业农村委党组书记、主任张国
坤认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对每一位乡村振兴的参与者而言，就
是要对照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
讲话精神和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

对照党章党规， 对照初心使命，

联系思想工作实际，实事求是检
视自身差距，深刻剖析在思想上和推进
乡村振兴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

“我们必须在思想根源、工作作风、精神
状态、观念转变上反思乡村振兴工作推
进中产生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把问题找
实、把根源找深，坚持即知即改，切实解
决问题”。

高水平推进智慧公安建设（上接第 1版） 要依托公安指挥
中心，紧扣“一屏观天下，一网管
全城”的目标，加快建设信息汇聚共享
的总枢纽，打造信息共享、相互推送、快
速反应、联勤联动的指挥中心。要逐步
完善指挥体系建设，探索不同类型的应
用场景，强化各部门的职责担当，加快
形成合力，持续有序推进。

应勇指出，智慧公安建设是智慧城

市、 智慧政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
推进有机结合，相互融合发展，以智能
化手段构建城市安全体系。要持续推进
大数据中心建设，用好数据这个宝贵资
源，加强部门内部的信息整合和公共数
据的互联互通。要继续推动业务流程革
命性再造， 系统重构部门内部操作流

程、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同办
事及处置流程。要聚焦群众使用

频率高的办理事项，加快电子证照和电
子印章应用，实现减环节、减证明、减时
间、减跑动次数，着力推动以政府部门
管理为中心向以用户服务为中心转变，

为市民和企业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
营商环境， 切实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满意度。

深入一线 确保防御无死角无盲区（上接第 1版） 对台风影响期间
的户外施工作业、 大型户外活
动、 户外游乐设施等视情取消或暂停
运行。

要强化重点领域、重要部位的安全
检查，落实对一线海塘、江堤、防汛墙的
防护措施， 坚决杜绝潮水倒灌等责任
事故；严格落实店招店牌、广告牌、空调
外挂机、灯箱、玻璃幕墙、高楼装饰物等
各类建筑附着物的安全检查，防止发生
空中坠物事故； 强化轨道交通站点、人
员密集场所、主要商业街区、建设工地、

旅游景区等安全管理；强化机场、港口、

码头、 车站等公共交通枢纽的组织管
理；确保水、电、气等城市“生命线”安全
畅通。

要加强属地管理和分类管理责任，

强化应急联动协同，切实形成防御台风
工作合力。要落实综合监管、部门监管
和属地监管责任，同时落实企业、场所
业主等在隐患排查整治方面的主体责
任。各有关方面和新闻单位要搞好台风

防御工作宣传，提醒市民妥善安
置室外物品、 尽量减少外出，动

员全社会共同保障城市安全、 平稳、有
序运行。

气象、海洋、水文等部门要持续关
注台风风力、走向、雨势、潮位等情况，

持续分析研判， 及时发布预警提示信
息。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迅速启动
应急预案，加强值班值守，领导干部要
在岗带班，组织应急处置队伍备勤，一
旦发生险情、灾情，确保能够及时有效
处置。

Metro大都会首次走出长三角

十城实现轨交一码畅行
本报讯 （记者 李蕾）继今年

5月 22日长三角“沪杭甬温合宁
苏”7 城轨道交通实现 “一码通
行”后，近日，无锡地铁与上海地
铁二维码实现互联互通， 至此长
三角所有支持刷码过闸的八大轨
道交通城市已全部覆盖。同时，二
维码互联互通从区域化正式迈向
了全国化———上海地铁二维码首
次走出长三角， 与厦门和青岛地
铁首度实现互联互通， 从现在起
使用“Metro 大都会”APP 的市民

乘客可以在 “沪杭甬温合宁苏锡
鹭青”十城地铁“一码”畅行。

“沪杭甬温合宁苏锡鹭青”

这 10座城市轨道交通总里程合
计超过 1750公里。十城中，来自
上海地铁的 “Metro大都会”APP

已经和另外九城均已建立二维
码互联互通，其他各城也正在推
进各自之间的互联互通。

需要提醒的是， 旅客需将
APP升级到最新版本，并首先开
通异地乘车码业务。

科创板两新股昨日上市
本报讯 （记者 张杨）8月 8

日， 科创板迎来两家新企业上
市———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晶晨股份）和上海柏楚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柏楚电
子）。

当日开盘后，晶晨股份和柏
楚电子涨幅都超过了 200%，之
后快速飙升至 300%以上后开始

回落，随后进入长时间的横盘震
荡。 截至收盘， 晶晨股份上涨
272.36%，收报 143.36元，成交额
40.49亿元，换手率 75.13%；柏楚
电子上涨 255.61%， 收报 243.88

元， 成交额 40.71亿元， 换手率
72.47%。其中，柏楚电子取代安
集科技成为当前科创板第一高
价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