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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天弛）高温、雷电、
大风、暴雨，上海昨天的天气舞台又是

“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场面。根据上海中

心气象台发布的数据，本市昨天依旧“高

烧”不退，徐家汇站最高气温39.7℃，闵

行等地更是达到了40℃。午后，雷雨也准

时倾泻而下，所到之处，高温迅速被浇

灭，全市实时热力分布图一度呈现“冰火

两重天”态势。

具体来看，浦东北部和市区北部首先出

现对流云团，之后范围不断扩大。下午2

点左右，受降雨影响，浦东气温迅速跌至

27℃左右，而此时雨势还未波及到的西部

地区，例如青浦等地，实时气温还在39℃至

40℃之间。

上海中心气象台昨天先后发布雷电黄

色、大风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根据累

计降雨量图，降水主要出现在中心城区、浦东

北部、宝山和闵行等地，最大降水量97.5毫

米，出现在浦东新区金杨新村街道。

几乎天天来报到的雷雨，也挡不住日复

一日的升温脚步。据预测，本市今天天气和

昨天差不多，多云为主，雷阵雨将在午后出

现。全天气温在29℃至40℃之间，偏南风4

至5级，雷雨时偏北风阵风7至9级，提醒大家

注意防暑降温，同时防范午后强对流天气。

不妙的是，下周本市热力还将继续升级。

据预测，由于没有午后雷阵雨的“救场”，明天

将更加晴热，气温可能超过40℃。下周三前

后，高温强度有望下调一些，最高气温降至

37℃左右。不过，下周后期高温将再次抬头，极

端最高气温仍可达39℃。

雷阵雨难挡申城升温脚步，下周天气依旧晴热

东边雨西边晴，热力图“冰火两重天” 昨天是“八一三”淞沪抗战

爆发85周年纪念日。上午8时

13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内，

《义勇军进行曲》准时奏响，全

场肃穆，向在抗日战争中为国

捐躯的烈士们默哀。

人群中，年近七旬的钟逸

平手持装裱好的泛黄照片，神

情哀恸。照片上是他的爷爷钟

铭，也是在淞沪抗战中英勇牺

牲的烈士。七八年来，钟逸平辗

转走过多个城市，终于从无数

文史资料中拼贴出那段过往。

“爷爷是在敌人的炮击中牺牲

的，战况惨烈，但他仍奋力坚持

到最后一刻。”谈起这些，钟逸

平的语气中透出一分敬意。

他还专门带来了一封爷爷

写给奶奶的遗书。信中这样写

道：“（如）有二三月没有信了，你

也不望了，用心抚养小孩，或是

男或是女怎宜，一样把他抚养成

人。”告别仍在孕期的妻子，钟铭

对这场惨烈无比的战争早有预

期，做好了为国牺牲的准备。“我

希望当代年轻人学习传扬不怕

牺牲的英烈精神，热爱我们的国

家和民族。”钟逸平说。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

国进步。“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

后，上海陷入硝烟弥漫的战争苦

难中。在恩派亚电影院难民收容

所内，诞生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

培育和领导的少年儿童革命文

艺队伍——孩子剧团。

昨天起，《抗战血泊中产生

的一朵奇花——文物手稿图片

展》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展

出，展期两个月。数十份团员回

忆手稿、百余幅图片、近百件文

物，勾勒出孩子剧团在抗战时

期为挽救民族危亡，团结全国

儿童力量，发出抗敌御侮民族强音的光荣事迹。

“孩子们走出了另一条‘长征路’。”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文史

研究部负责人胡文君说，成立5年间，孩子剧团一路途经上海、江

苏、河南、湖北等多个省市，在全国各地共演出300余场，辗转近2

万公里，“保守估计，有45万观众看过他们的戏、听过他们的歌”。

年龄虽小，孩子们却拥有非凡的勇气与决心。从上海出发时，

孩子们还在《救亡日报》上刊登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这样写道：“我

们把全中华民族的土地作为我们的课堂，我们把全中华民族作为

我们的家，我们把全中华民族的大人们作为我们的爸妈。”

活动现场，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还获赠由白中琪、杨涌等捐

赠的相关文物。其中，1935年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录制的首版《义

勇军进行曲》黑胶唱片，编号34848b，由于当年发行数量较少，保

存至今更显珍贵。至此，在社会各界踊跃捐赠下，上海淞沪抗战纪

念馆馆藏已达5000多件，为抗战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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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晨琰）昨天，市卫健委通报：8月12日，本市

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和无症状感染者3例，为8月11

日新增阳性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均在隔离管控中发现。

流调显示，8月11日报告的7名阳性感染者有同一相对密

闭空间的共同暴露情况，存在明确流行病学关联。市疾控中心基

因测序结果显示，7人感染的病毒均为奥密克戎BA.2.2.1变异

株，高度同源。经中国疾控中心比对，与本市既往本土感染者的

病毒基因序列不同源。海南省疫情的病毒为奥密克戎BA.5.1.3

变异株，经中国疾控中心比对，两者不同源。

经中国疾控中心比对，与海南疫情病毒不同源

沪7人感染病毒均为BA.2.2.1变异株

本报讯 （记者祝越）2022上海市汽

车消费节闵行专场活动昨天开幕，多家车

企带来30款新能源汽车，并特别拿出重

磅福利，比门店价优惠更多。据悉，本届

汽车消费节通过打造新能源汽车专场展销

会，促进绿色低碳新赛道布局。

为方便市民一站式购车，本次活动在

位于颛桥镇的龙湖上海闵行天街外场汇集

汽车品牌，既有奔驰、宝马、雷克萨斯、

大众、上汽等传统车企，又有蔚来、小

鹏、哪吒等国内造车新势力，总计30款

新能源车型，涵盖高、中、低档等不同类

型的汽车，满足消费者不同需求。

本次活动中，各参展单位竞相拿出优

惠福利赠送购车人，并现场提供咨询服

务。上海鑫香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

经理仇天雷表示，此次展出的思皓爱跑新

版刚上市，趁着此次政府搭台的机会特来

进行展示，这两天还有限时优惠，尤其对

于置换车主而言，企业特别带来补贴翻倍

的重磅福利。

给力的购车补贴叠加商家促销优惠，

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咨询。相关单位还为

市民提供购车咨询、政策讲解等服务，帮

助消费者打消购车疑虑。

去年以来，闵行区积极贯彻落实全力

打响“上海购物”品牌，商品销售总额超

7800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2100

亿元、39家重点综合商业体面积约400万

平方米，锦江乐园夜市、首尔夜市等10

余家夜市陆续开业。今年迄今，全区汽车

类消费额已达300亿元，占全市汽车消费

总额的18%。

据了解，“五五购物节，全闵嗨起

来”——2022闵行购物节日前启动，将

持续到9月底，其间聚焦闵行优品、进博

好物、夜间经济、绿色低碳4个主题，举

办近40场系列活动。

“我们将最大限度地让老百姓得实

惠、享优惠，也将最大限度地促进消费回

补和潜力释放。”闵行区经委副主任王炜

介绍，此次特别推出“闵行制造—百家优

品促消费的活动”，将政府搭台和企业唱

戏有机结合起来，利用线上直播、线下商

业体互动方式，展现“闵行制造+闵行优

品”独特优势和魅力。

2022上海市汽车消费节闵行专场活动开幕，打造新能源汽车专场展销会

重磅补贴+促销优惠，方便市民一站式购车

汽车消费节闵行专场活动打造新能源汽车专场展销会，给消费者带来补贴翻倍的

福利。 本报记者 祝越摄

近日，在群众文艺领域政府最高

奖——第十九届群星奖复赛中，上海

在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门类共有

8个作品入围决赛，加上广场舞、合唱

有两个团队直通决赛，创下自2016

年《群星奖评奖办法》修订以来上海

入围群星奖决赛作品数量之最。

昨天，以“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

程”为主题的第十九届群星奖决赛上

海入围作品惠民展演在上海星舞台拉

开帷幕。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入围

群星奖决赛的上海作品，创作灵感与

素材无一例外源于现实生活和真实历

史，充分展示了上海的红色文化、海派

文化和江南文化。

“这是对三年来上海群众文艺创

作的一次集中检阅。通过赛前展演，有

助于进一步打磨、提升作品，演员们也能

积累更丰富的舞台经验。”上海市群众艺

术馆馆长吴鹏宏透露，后续，该展演还将

分别在浦东新区群众文化艺术馆、嘉定

文化馆各举办两场。

红色是上海永恒的底
色，群文人真诚致敬先辈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红

色是这座城市永恒的底色。小品《我记得

你，你就活着》通过同龄的两个人穿越时

空的碰撞，表达对先烈的追怀。编导刘晓

耕一直想创作红色题材作品。小品中有

一幕，让人感动不已：当“穿越”的小战士

发现自己将要牺牲，毅然决然选择回到

战场。今天的同龄人拉住他说：“我不想

你死！”小战士的回答：“只要你记得我，

我就活着。”两个戏剧情境直接碰撞，带

来的冲击力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唱片灌制是

在当年的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完成的。

这段历史激起了徐汇区群文工作者的创

作欲望，他们用沪书《觉醒者》来讴歌和

传承曾经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红色故事。

主创团队通过多次实地考察、人物访谈，

挖掘歌曲录制背后的故事，讲述了以任光

为代表的一批爱国仁人志士的故事——

他们面对敌人的刁难，同仇敌忾、奋起抗

争，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也使

《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民族崛起最强音。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我们”的故事动人心弦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舞台上，那

些发生在身边的“我们”的故事，最

是动人心弦。

群舞 《装台》 是群文人写群文人

的作品，其创作灵感来源于编导之一

顾风庆初踏群文舞台的真实经历：“那

年我十六岁，刚刚跳完开场舞，一换

装马上爬上高高的剧场顶楼，猫着腰

转进闷热布满灰尘的面光间，为演员

打着追光……等演出中场休息时，团

里会换一个人上来打追光，我又是火

急火燎地下去，迅速擦去汗水，抢装

补妆，等着表演下一个节目。”脑海深

处的记忆一朝迸发，化为舞蹈，献给

坚 守 群 文 战 线 默 默 付 出 的 “ 装 台

人”——他们搬举扛抬、挥汗如雨，

只为呈现完美的演出。群舞 《装台》

纳入街舞元素，整个节目呈现给观众的

是：“装台人”是成就台上艺术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角色再小，也要全情投

入，分工虽不同，但都有着自己的艺术

追求。

中国第一家口琴厂诞生在上海。

小小口琴，陪伴着这座城市一代又一

代人快乐成长。口琴重奏 《爱上这座

城》 将“半音阶口琴”“和弦口琴”

“低音口琴”进行组合，呈现出江南风

韵和城市动感。

“口琴的声音与这座城市的文化特

别匹配。”作曲孙彬彬在上海生活了十

几年，她深爱这座城市，爱它的包

容、活力和文化沉淀，机缘巧合碰到

魔幻之声口琴乐团，于是萌生了写口

琴作品的想法。在 《爱上这座城》

中，若隐若现的“茉莉花”旋律在不

同声部变化出现，让人们感受到江南

文化的诗意，爵士音乐的加入则有着

中西融合的意味，整个作品“很民

间、很上海”。

不断创新和突破，呈现
海派特色

从上海这批入围决赛的作品中，我

们看到创作者们超越自我、寻求创新和

突破的努力。比如，编导裘思凡和嘉定群

文人合作，以男子群舞的形式将“拔河”

这一中国传统运动项目搬上了舞台，带

来作品《拔河赋》。拔河是一场力量与意

志的较量，更体现了中华民族“超拔山兮

力不竭”的民族精神和“信大国之壮观

哉”的民族自信。然而，这项运动本身的

可舞性不强，用舞蹈很难体现运动员内

在力量，兼顾真实性和艺术性。创作人员

花费了大量时间去观察、琢磨，才得以用

最好的精神状态将舞蹈画面呈现出来。

在四大门类之外，今年新增添了广

场舞作品及合唱团队的比拼。上海直送

的广场舞《弄堂烟霞》音乐改编自《四季

歌》，身着海派旗袍的阿姨妈妈们用舞蹈

展现上海弄堂内的生活场景，洗衣做饭、

照镜梳妆的场景与动作均被融入舞蹈

中，跳出了海派韵味。

业内人士认为，上海的群文创作

已从文本研讨、打磨提升，到每年新人

新作展评展演好中选优，形成了一整

套机制，为好作品的诞生提供了有力

的保障。

创作灵感与素材均源于现实生活和真实历史，充分展示上海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

再创新高！上海十件作品入围群星奖决赛

昨天下午，00后大学生李婧宜正向

老年群体推广自制的“e龄灵”助老小程

序，为当晚社区核酸“大筛”作技术准

备；同为00后的郭安琪正为6名小学生上

计算机公益课，让零基础的他们体验编程

乐趣……这个夏天，虹口区开展大学生暑

期常态化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项目，一批

00后大学生结合专业特长，借助科技和

网络，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常态化社区

防疫的主力。

与往年相比，这批在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更注重聚焦老年

群体和青少年群体，打造与社区需求更贴

合的志愿服务项目。6月底至今，来自全

国40余所院校的175名大学生前往社区报

到，总服务时长超2000小时。

“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是

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生动体现，也是

更好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不断提

升市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必

然之举。”虹口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

新制定的《虹口区关于开展常态化疫情防

控志愿服务工作方案》，各居民区文明实

践站就近就便招募志愿者，发动能人骨

干、大学生等到社区报到，推动常态化疫情

防控志愿服务工作更具人气、更有活力、更

可持续，也让志愿服务团队成为“社区治理

共同体”。

说一声“做核酸”，核酸码便
弹了出来

“点这个小程序，里面核酸码、乘车

码、随身码都有。”昨天社区核酸“大筛”

前，李婧宜来到“e龄灵”项目首个试点小

区欧阳路街道大西居民区，向老人们推荐该

小程序。70多岁的黄阿婆用语音说出“做

核酸”，核酸码便弹了出来：“把这么先进的

技术用在老人身上，你们这些小青年做了件

大好事！”

李婧宜是“e龄灵”团队负责人，也是

上海大学志愿者协会骨干成员。封控期间，

她在小区做扫码志愿者时，明显感受到老年

居民对“亮码”的“畏惧”。和几名协会成

员聊过后，8名不同专业的00后决定做一款

助老小程序，通过“傻瓜式”跳转，改善

“万码奔腾”带来的“老年困局”。

“封控期间的志愿服务经历，让我们大

学生再次‘回归’社区，找到了社区服务

的‘贴心路径’。”李婧宜说，开发过程

中，团队成员以老年人视角设计细节：老

人对各类“码”的名称不熟悉，就在页面

上用“动词+名词”的形式指代这些二维

码。比如，点击“做核酸”可以跳转到

“核酸码”，“坐公交”可以链接到“乘车

码”，而“打电话”则可以一键呼叫紧急联

系人。老人大多不会拼音，还容易“提笔

忘字”，小程序便以语音输入为主，且能通

过关键词实现模糊搜索。比如，只要说到

“核酸”就能弹出“核酸码”，提到“车”

就能刷出“乘车码”。

上周，“e龄灵”上线试运行，团区委

将其推送至各街道。李婧宜说，作为00

后，团队希望借助科技和网络的力量，力所

能及地帮助身边的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我们会根据老人的想法不断完善‘e龄

灵’，让它跟谐音‘100’一样圆满。”

激发孩子们对新技能的兴
趣，排解负面情绪

“冰壶滑动到后来，速度是不是越来越

慢？就像你们滚小球，停下来之前速度就变

慢了……”昨天下午，郭安琪连上了两堂儿

童Scratch编程课程，在“云端”听课的是6

名小学生，最小的只有一年级。

郭安琪是上海建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学院学生。在参与社区防疫时，同楼的一

名志愿者曾提到，自家孩子的编程课因为

疫情中断。郭安琪便想利用自己的专业特

长，为孩子们免费教授小游戏编程方法，

激发他们对掌握新技能的兴趣，排解负面

情绪。

“经历疫情防控，我更坚信办法总比困难

多。”郭安琪坦言，零基础的低龄学生，为授

课带来不小的挑战。比如，没有接触过物理

学的小学生不懂“惯性”，她就要用孩子们能

懂的语言讲课。冰壶靠惯性运动直至静止这

段，她就类比孩子们玩过的“滚小球”，再循

循善诱教大家添加减速代码模块。为提升教

学质量，她还摸索出钉钉App叠加微信群的方

法授课，既能通过前者时时观测孩子们的课

堂完成度，又能通过后者及时推送课程要

点，帮助他们掌握知识。

在郭安琪指导下，孩子们完成了滑雪小

游戏的编码。有孩子提出，为什么要设计在

雪道中随机产生障碍物的代码。“因为生活中

也可能随时遇到困难，但只要你不放弃，总

会越过所有障碍抵达终点。”郭安琪说，这也

是她选择教授挑战类小游戏编码的初衷，希

望孩子们在游戏中有所感悟，树立起克服困

难的决心。

6月底至今，175名大学生参与虹口区常态化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总服务时长超2000小时

服务社区，Z世代志愿者有了“用武之地”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活动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85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