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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联路口交出首个工作日答卷
交警“约法三章”：尽量考虑绕行，轻微事故尽快协商撤离，
严查违法变道超车影响交通的行为
晚报讯 4月16日，伴随着本周
第一个工作日的到来， 市区华联路
口迎来了城市轨道交通1号线主体
工程围挡作业的第一个“大考”。 面
对刚性出行的“上班流” 和“学生
流”， 由于各相关单位事先周密规
划，现场整体联动，各方全力疏导，
一天下来， 华联路口交出了一份安
全、有序的答卷。
上午7时许， 记者赶到华联路
口。 此时，东西方向的人民路、南北
方向的濠西路、跃龙路，几个方向的
车流、人流都居高不下。 从人民路向
西的车流，从华联路口一直排过了环
城西路路口，
“
尾巴”一直拖到了钟楼
广场前方。 但是，看到热火朝天的地
铁工地，看到民防局大楼前正在进行
交通疏解作业的施工人员，大家都表
示理解。 在华联路口南侧，前往老城
区中心
“
六桥以内”几大学校上学的
学生， 纷纷提前选择南公园桥与文
化宫桥绕行。在路口西侧，车队尽管

一度排过了孩儿巷路口， 但都能保
持有序通行。 路口北侧是多条汽运
集团公交的始发线， 工人们正在抓
紧施工，全力抢出一个临时回车场，
争取尽快缓解大型车辆“马路掉头”
对濠西路南来北往车流的干扰。
记者注意到， 华联路口在第一
个工作日的安全、有序，主要是靠管
理与引导做到的， 是靠各有关部门
和众多交通参与者共同努力做来
的。在外围，多处绕行引导措施已经
到位；在周边，包括临时信号灯在内
的辅助交通设施已投入使用； 在核
心地段， 交警与协管员的数量大大
增加，支队领导深入一线靠前指挥，
在自动信号灯稍感力不从心时手动
引导车流有序出行。比如，濠西路与
人民路交叉口， 实行机动车禁止左
拐。 交警支队在桃坞路口和北朱家
园路口提前作了引导；再比如，在路
口西侧，原先车辆可以直行向东，由
于设立地铁施工所需要的中心围

挡， 车辆要从北侧绕一个半圆形的
“大弧”， 现场指挥人员提前作了预
报和指挥，使交通参与者提前
“
心中
有数”，道路通行效率明显提高。
记者在现场采访了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副支队长张卫民。他介绍说，
就总体而言， 由于围挡施工消息及
时发布，16日华联路口的交通拥堵
状况比15日有改善。 他再次呼吁广
大的市民，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选择
乘坐公交出行。驾车的话，尽量选择
绕行， 南北向通行车辆建议选择外
环西路、濠东路、通京大道等路段进
行绕行； 东西向通行车辆建议从濠
北路、钟秀路、江海大道绕行。 他同
时还提醒驾车的市民，高峰时段，不
要出现违法变道超车等行为， 如因
违法变道超车影响整个交通的状
况，一经发现将会严惩；如果遇到轻
微交通事故建议尽快协商撤离，不
要阻碍交通的顺畅。
记者朱晖斌 朱蓓宁

体育中考必考项目昨日开考
市区选择游泳的考生只有百余名
晚报讯 昨天上午， 我市中考
考生体育考试在多所学校陆续开考。
记者在市易家桥中学看到，候考考生
早早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在操场上
等候考试开始，一些老师在考试前还
带领学生进行了简单的热身运动。
据了解， 今年我市中考考生体
育考试成绩由体育过程性测试、毕
业升学体育考试成绩组成。其中，体
育过程性测试30分、 毕业升学体育
考试30分。 作为今年开考的毕业升
学体育考试， 分为必考项目和选考

项目。其中必考项目为耐久跑：女生
800米、男生1000米。在此基础上，今
年首次设必考备选项目100米游泳，
即允许学生选择游泳来代替耐久
跑。据统计，今年市区共有8100多名
考生选择800米或1000米跑， 有100
多人选择100米游泳。
据市教育考试院介绍， 今年体
育必考项目实行送考到校， 安排在
16、17、18日三天完成； 体育选考项
目统一在通大附中进行考试， 安排
在23、24、25、26日四天完成。如在考

试过程中遇大风下雨等不适宜考试
情况，考试日程将作调整。市教育考
试院透露，今年首次设置的100米游
泳项目的考试时间和地点还未确
定，相关信息将在近期宣布。
今年考试必考项目800米、1000
米跑实行男、女生各20人一组持
“
准考
证”进行检录、测试。和去年电子手环不
同， 今年800米、1000米跑测试每名考
生都将穿戴含有芯片的腰带。考生出发
和到达终点之间的时间由电子腰带自
动测出，并当场公布结果。 记者沈樑

新政落地一年多来

通城奶粉销售价格以稳为主
晚报讯 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
社会热点关注问题，奶粉尤其是婴幼
儿奶粉的安全性更是受到了广泛重
视。2016年10月1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宣布施行《婴幼儿配方乳粉
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经过一年多
的过渡期，自2018年1月1日起，未取得
注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将不得
在境内销售。 15日，记者了解到，南
通市物价局近日走访了市区部分超
市，开展奶粉价格专项监测对比。
本次调查对市区欧尚中南店、
大润发港闸店、乐购工农路店等6家
大型超市在售的多种婴幼儿奶粉价
格进行了专项监测。 本次监测涉及
伊利、雅培、合生元、贝因美、惠氏等

5个主销品牌70个品种。比价结果显
示， 相同品牌规格的产品在不同超
市价格差价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例如， 伊利金领冠幼儿配方400g装
奶粉，最高价格为69元/盒，最低价
格为65元/盒，差价为4元。 贝因美金
装爱+较大婴儿配方900g装奶粉，最
高价格为299.8元/罐， 最低价格为
248元/罐，差价为51.8元。 雅培亲护
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820g装奶粉，
最高价格为329元/罐， 最低价格为
265元/罐，差价为64元。
对比中发现， 也有相同品牌规
格的产品在不同超市价格是一致
的， 如合生元超级金装较大婴儿配
方2阶段900g装奶粉， 售价均为378

元/罐。 据超市工作人员介绍，自《办
法》实施以来，相关产品的包装去年
已经更换，近期市场销售正常，也没
有出现供应商涨价的行为。
物价部门在调查中了解到，婴
幼儿奶粉价格除商家在特定时段对
一些产品进行促销降价外， 大部分
产品价格较为稳定， 预计近期奶粉
市场销售价格大幅波动的可能性
较低，以稳为主。 市物价局也建议
市民朋友们在选购婴幼儿奶粉时，
一挑二看三对比：尽量挑选信誉良
好的商家和品牌，注意查看奶粉保
质期、包装标示资料；货比三家不
吃亏， 选购时在不同超市和母婴店
进行对比。
记者彭军君

我市卫生监督体系标准化建设迈新步
全市设立一级哨点118个、二级哨点1705个
晚报讯 今年， 我市将强化医
疗卫生机构预防接种、疫情报告、疫
情控制、消毒隔离制度执行、医疗废
弃物处置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
安全等方面的监督检查， 推进医疗
卫生机构传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
评价，评价结果与信用体系挂钩；加
强消毒产品生产、 经营和使用单位
的监督管理， 对群众关注度高的节
日市场开展重点监督检查， 对违规

产品依法查处并予以公布。 这是从
近日召开的2018年全市卫生计生综
合监督工作会议传出的消息。
为巩固和强化打击非法行医监
测监控体系建设， 提升卫生监督协
管能力，充分发挥哨点监测作用，目
前全市共设立一级哨点118个、二级
哨点1705个， 去年共报告非法行医
信息142条， 查实非法行医案件46
件。 全市2017年打击非法行医共立

案163起，移送公安涉嫌犯罪案件22
件。全市共检查医疗机构1171家，立
案查处24家医疗机构， 罚款5.45万
元， 传染病防控工作整体情况有了
明显改善。
目前， 崇川区公共卫生服务中
心大楼投入使用， 港闸区公共卫生
服务中心主体工程已完工，崇川区、
港闸区卫生监督体系标准化建设已
跨出关键一步。
记者冯启榕

越美越毒？

深圳市消委会公布2018年手机
保护套比较试验结果，多个品牌的手
机壳检测出有毒有害物质。 CFP供图

透过剧本感悟话剧魅力

《我是月亮》剧本朗读
开始招募
晚报讯 剧本朗读是介于剧
本和演出之间的一种方式， 在国
内不少城市十分流行。昨天，记者
了解到，4月20日，《我是月亮》剧
本朗读会将在“
进剧场中南新空
间” 举办， 目前报名工作已经开
始，限额20人。
剧本朗读的主要目的是欣赏
戏剧语言的魅力， 所以朗读的演
员不需要加入太多太情绪化的内
容。 剧本朗读更偏向文学层面的
研究探讨，只是通过演员读剧本，
理解戏剧文本。另外，剧本朗读通

常没有舞台布置、灯光等辅助，单纯
的朗诵可以让演员感受到语言的行
动性， 让朗读的演员心中对具体的
表演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第一场《我是月亮》剧本朗读活动
后， 每个周末都将举行一次剧本朗读
会，为期半年，共20场剧本朗读会。 20
场朗读会之后， 剧本朗读者将排演一
场属于朗读者自己的戏剧。届时将由
来自上海、北京的知名戏剧导演、演
员指导排演，并和朗读者一起参演。
本次活动由市文化艺术创作研
究中心、南通进剧场主办。记者龚丹

跟着《小人国与大人国》
一起冒险
木偶音乐剧下月更俗上演
晚报讯 “孩子的梦想是什
么，你知道吗？”“如果孩子在追寻
梦想的过程里遇上了挫折， 应该
怎么鼓励他们？ ”这些问题的答案
在原创木偶音乐剧《小人国与大人
国》中可以找到。 记者获悉，下月6
日下午3点， 由上海木偶剧团原创
的这部木偶音乐剧将登陆更俗剧
院，为孩子们送去温馨与欢乐。
《小人国与大人国》 改编自
《格列佛游记》中的一段，主要讲
述的是一位不甘平庸、 努力想成
为游记作家的青年格列佛， 在告
别家乡和母亲后开始了一段危险
的航海旅程。
丰富的表情、 夸张的色彩搭
配和卡通式的装扮，《小人国与大
人国》 此次的人偶造型与一般的
木偶相比更具漫画风格。“
极具喜

剧效果，更贴近现代孩子的审美。 ”
国家一级编剧、 上海木偶剧团艺委
会主任钟晓婷是此次 《小人国与大
人国》的编剧。 她说，对于剧本的改
编只采用了原故事的部分“影子”，
并设计了许多适合木偶特性的人
物，试图营造“小人国”与“大人国”
那些奇幻的情景。
此外， 小木偶与大木偶在体积
上的巨大落差也是一大亮点。 半米
高的小木偶与三米宽的大木偶在舞
台上的视觉冲击， 绝对会给观众带
来焕然一新的视觉体验。 当然，这不
仅仅是一部木偶剧， 还是一部音乐木
偶剧。 在音乐创作上，上海木偶剧团也
是煞费苦心。 虽然是首次尝试用音乐
剧的形式来表达故事， 但制作团队相
信， 以载歌载舞的形式来贴合当今小
观众的审美趣味最为有效。 记者黄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