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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评剧专场、广东省折子戏专场精彩亮相——

一周天气预报

评剧
“梅花”
艳 粤韵醉鹿城
天津的评剧《赵锦棠》，广东的
正字戏《刺梁骥》、西秦戏《刘锡训
子》……11 月 7 日晚，
天津市评剧专
场和广东省折子戏专场分别在昆山
文化艺术中心保利大剧院和昆山当
代昆剧院火爆上演，为广大戏迷带
来一场戏曲盛宴。
当晚 7 点，在昆山文化艺术中
心保利大剧院，先后获得国家舞台
艺术精品工程“重点资助剧目”
“文
华大奖”
“五个一工程奖”等荣誉的
评剧《赵锦棠》浓情上演，让戏迷大
饱耳福，直呼过瘾。该剧通过讲述
赵锦棠服侍婆母的一系列苦难经
历，
展示了她明礼、忠贞、坚韧、善良
的内心世界和人格魅力。演出不仅
展现了天津戏曲人技艺精湛的功
力、博采众长的艺术精神，
还彰显了
天津这一“戏曲大码头”的深厚底
蕴。二度“梅花奖”获得者即“赵锦
棠”扮演者曾昭娟告诉记者：
“这是
我们寻找传统文化根脉的一次演
出。600 年前昆曲在昆山诞生，
600
年后我们的戏曲艺术如此繁荣。今
年是天津评剧院建院 60 周年，
更让
来，令我们非常感动。”市文广新局
此次的昆山之行别有意义。
”
相关负责人表示。
许多上海、无锡等地的观众纷
当晚，在昆山当代昆剧院精彩
纷来昆观看演出。
“我们有 150 人的
同步上演，由广东省陆丰市正字戏
团队从上海赶来，
曾昭娟主演的《赵
传承保护中心带来的《刺梁骥》拉开
锦棠》是我们最喜欢的剧目之一。” 演出序幕，
紧接着《秦香莲·三对面》
来自上海的戏迷周先生对记者说， 《刘锡训子》
《闯寺·拷蛤》逐一亮
“《赵锦棠》曾到上海演出过，
我们觉
相。据了解，广东省折子戏专场中
得特别好，所以这次专程赶来再看
的白字戏、雷剧、西秦戏、正字戏均
一遍。
”
来自无锡的黄女士说：
“这是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北方剧种，我们南方看到的机会并
录。此次演出，广东省海丰县白字
不多，
对于我们很有吸引力。
“
”得知
戏艺术传承中心、湛江市实验雷剧
艺术家曾昭娟来昆演出的消息后， 团等 4 家演出单位还向我市捐赠了
许多在昆工作的天津人纷纷组团前
演出道具、音乐碟片等具有特殊意
义的戏剧纪念品。
11 月 8 日，广东省折子戏专场
盛典
还在千灯镇石浦影剧院亮相演出。
（记者 马 萍 文 周 舟 摄）

本报讯（记者 管胡雯）为期一
个月的昆山市民文明 12 条之不翻
越交通护栏专项行动已告一段落。
通过科技强化监管、警力形成震慑、
宣传营造氛围，我市翻越交通护栏
交通违法现象有所好转。10 月以
来，昆山交警共处罚翻越交通护栏
违法行为 584 起。
专项行动期间，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作为该项行动的牵头和主要负
责部门，制定《昆山市不翻越交通
护栏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并根据
方案开展工作部署、依法查处、舆
论宣传等举措。针对行人过街需
求不断变化的情况，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积极排查全市主要道路的交
通护栏，统一外观样式，对设置不
合理、不满足现有需求的，积极对

接住建局、交通局等相关职能部门
进行整改。目前，已整改行人过街
设施 16 处。
行人翻越交通护栏多为动态违
法，很难形成有效监管，为攻破这一
难题，昆山交警自主研发行人翻越
交通护栏预警系统，全面分析研判
行人翻越护栏的高发路段，并将重
点区域锁定在主要干道公交站台
附近。最终，交警部门在柏庐路新
昆街路段、萧林路九方城路段、前
进路虹桥路路段等主干道交通护
栏 处 安 装 10 套 专 用 电 子 警 察 抓
拍。一旦有行人翻越交通护栏，系
统会自动通知附近警力进行查处。
行动开展以来，电子警察共抓拍行
人翻越交通护栏的交通违法行为
317 起。在新建专用抓拍电子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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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基础，完善城市功能

雷剧折子戏《闯寺·拷蛤》演员功力深厚。

西秦戏《刘锡训子》赢得掌声阵阵。

昆山交警一个月查处翻越交通护栏行为 584 起

——聚焦昆山市民文明 1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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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颜值提气质 让城市更美丽

向
“跨栏高手”亮剑
共建文明家园 共享幸福生活

日期

的基础上，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还充
分利用现有交通监控设备，进行再
开发利用，通过专业平台对现有监
控探头的录像二次分析，排查出行
人翻越交通护栏的高发点位和时间
段，安排警力有针对性地进行查处，
提高执法效率。
为形成警力震慑效果，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还组织 16 个执勤中队，
安排人员不固定时间段、路段进行
现场查处，并通过“一直播”平台开
展网络现场直播执法行动 2 次，累
计现场查处行人翻越交通护栏的交
通违法行为 267 起。现场查处后，
民警还会将当事人的交通违法行为
抄告至其社区、单位，并录入违法记
录系统，同一单位有五人次翻越交
通护栏记录的，取消该单位文明单
位的评选资格。
在加大查处力度的同时，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还以宣传为辅助手
段，全覆盖铺设“信息告知网”：制作
不翻越交通护栏动漫宣传短视频，
在城市 LED 宣传屏、公交车等人员
密集场所滚动播放；制作通俗易懂、

生动活泼的宣传口袋书 2 万余份，
在全市机关部门窗口发放；依托昆
山交警微信公众号开设“每日一曝”
专栏，每天随机挑选 20~30 条交通
违法行为进行网上曝光，形成一传
十、十传百的
“蝴蝶效应”。
接下来，昆山交警将继续为广
大群众打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
环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满意度。
■ 编后 >>
横穿道路、翻越护栏不仅违反
交通法规、损害城市形象，还是对生
命安全不负责任的表现。交警部门
通过科技加强监管、警力形成震慑、
宣传营造氛围三管齐下，向“跨栏高
手”亮剑，既是维护交通秩序和城市
形 象 ，更 是 对 大 家 的 生 命 安 全 负
责。社会是一个共同体，每一个人
都不应该是旁观者、局外人。
“ 众人
拾柴火焰高”，如果每人都能自觉贡
献一份遵守交通法规、维护交通秩
序的力量，汇在一起必将让我们的
城市更加安全、和谐、文明。

都市建设首批创建城市名单。

长效管理，提升城市品位

富康花园 1 号楼和 2 号楼
“小绿”是市民对公共自行
是上世纪 90 年代建造的旧房， 车的爱称。2010 年，作为住建
因年代久远，
这两栋房屋周边下
部批准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
水道已经损坏，一到下雨天，屋
统示范项目建设城市之一，
昆山
顶漏水情况相当严重。今年更
启动公共自行车项目建设工程，
新改造后，富康花园焕然一新， 三年相继建成 360 个站点，投入
平整宽敞的水泥路面、绿意盎然
10000 辆公共自行车，基本覆盖
的景观绿化带，
给居住在这里的
中环范围内人流密集区域，
为市
居民带去了舒适的体验。
民出行“最后一公里”提供了便
变化的不仅仅是富康花
捷服务。今年，
我市将公共自行
园 。 2013~2018 年 ，全 市 共 完
车改造项目列入政府实事工程，
成 58 个老旧小区改造，改造建
对中心城区原有公共自行车站
筑面积 232.08 万平方米，累计
点和车辆进行改造换新，
进一步
投资 9.65 万亿元，
惠及居民 2.59
提升骑行舒适性、方便性和安全
万户。
性，同时新增 50 个站点和 5000
功能完备、配置完善的城市
辆公共自行车，
为市民绿色出行
基础设施是省优秀管理城市创建
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工作的坚实基础。在创建中，
昆山
如今，
“小绿”
已成为广大市
坚持从老百姓的需求出发，
连续多
民出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截
年将全市老旧小区改造列入政府
至目前，
市区公共自行车项目累
实事工程。结合
“美丽昆山”
建设
计办理借车卡 48 万余张，累计
三年提升行动，
市住建局坚持问题
骑行约 1.94 亿次，减少市民出
导向、
需求导向，
根据
“以人为本、 行成本超 1.16 亿元；累计使用
因地制宜”
的原则，
制定了老旧小
时长约 30 亿分钟，里程约 4 亿
区改造提升三年计划，
计划利用三
公里，可节约燃油 1018.5 万公
年时间改造94个老小区，
建筑面
升 、减 少 碳 排 放 量 27.5 万 吨 。
积471万平方米。
2016 年我市被评为“长三角十
人居环境持续改善。2013~
大公共自行车推广典范城市”。
2018 年 ，全 市 累 计 新 增 绿 化
道路管养突出
“精”
字，
路灯
4705 万平方米。完成森林公园
照明突出
“亮”
字，
污染治理突出
一期、亭林园一期、富春园等绿 “实”字，服务设施突出“优”字
地公园改造；全面排查整治 140 ……近年来，
昆山围绕保持优质
余个易积水区域，2017 年启动
环境长效化、
常态化，
不断探索创
新一轮积水易涝片区整治三年
新城市管理体制机制，
完善城市
行动，实现重点地段在线监测； 管理体系，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获批全省首批海绵城市试点城
开展城市道路杆件整合与管
市，
研究把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融
线标识设置工作是落实市委、市
入城市建设管理，推进 38.5 平
政府建设
“美丽昆山”
的要求，
是
方公里示范区建设，
目前完成建
改善道路空间品质的重要举措，
设 6.7 平方公里。
是提升城市整体形象的重要抓
环卫设施更加完善。2016 手，是美化城市环境的重要保
年以来，
昆山扎实推进厕所革命
障。今年，
我市以马鞍山路管线
三年行动，
全市新建标准化环卫
箱柜整治提升工作为示范，
有效
厕所 29 座、改造 71 座，总量达
推进全市道路杆件整合与管线标
到 1849 座；启动再生资源利用、 识设置工作。截至目前，
全市已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和大中型
完成 132 项管线整治任务，清理
中转站项目；
新建农村生活垃圾
各类废弃管线杆件、
标牌611处。
分类就地资源化处置站 51 座，
市民文化广场是市民最爱
位列苏州第一。
的公共开放空间之一。今年，
市
交通出行更加便利。上海
住建局（园林局）将市民文化广
轨交 11 号线花桥延伸段建成运
场照明美化工程列为市重点工
营，中环快速路建成通车，常嘉
程计划，
着力打造
“美丽昆山”
特
高速南延建成通车，震川路、萧
色夜景。在组织照明设计、施工
林路、祖冲之路等道路完成改
中，
根据对市民的抽样调查反馈
造，苏州 S1 号线获批，昆山进入
意见，
在满足群众休憩健身等需
立体交通和轨道交通时代；
规范
求的同时，
把代表昆山特色的昆
停 车 设 施 合 理 布 局 ，2013~
曲文化融入亮化美化工程，
利用
2018 年，新改建停车设施 5 处， 扇子、水袖、色彩、发钗等戏曲元
增加停车泊位 713 个；开发交通
素，
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有机
仿真决策平台、精细化车辆管理
结合，
打造亮度光色适宜，
“曲艺
信息平台、交通状况预测预报及
回环、光影叠翠”的城市照明特
信息发布诱导系统等，
研发启用
色景观，形成了休闲树林、五音
车型抓拍系统，
不断优化智慧交
厅、廊桥、滨水平台等一批区域
通体系；
入围
“十三五”
国家公交
照明小品。
（记者 陆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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