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好战疫故事
挖掘惠南精神
□通讯员 陈志强

《筑成抗疫的钢铁长城》《战
疫中，人世间尽是爱》《大疫面前，
彰显本色》《最美的身影》……刚
拿到新出版的《惠南精神——之

“战疫情”》一书，浦东新区惠南文
学社的会员们都迫不及待地翻阅
起来。会员陈明坚说，每篇文章
记载了惠南人民抗疫战斗的感人
事迹，弘扬了惠南人民的抗疫精
神，扣动着我的心弦。

7 月 10 日，浦东新区惠南文
学社举行《惠南精神——之“战疫
情”》新书分享暨表彰大会，浦东
作家及文学爱好者 30 余人相聚
惠南镇荡湾社区会务厅，分享写
作经验，交流文学感悟，挖掘惠南
精神。

表彰会上，惠南文学社社长
姚海洪总结了作家和会员们深入
村居社区采写生动感人的战疫故
事、挖掘惠南精神的工作，对池
波、胡国良、姚良官等6位受表彰
人员颁发了荣誉证书，获奖作者
曹印龙、唐靖雲、庄岳峰等人作了
交流发言。

3 月上旬，惠南文学社接到
了任务——采写在疫情防控工作
中涌现出来的感人事迹，挖掘惠
南精神，形成《惠南精神——之

“战疫情”》纪实文学集，要求在 3
月底完成写稿和编辑任务。

采访写作过程中，会员们被
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党员干
部、志愿者的事迹所感动，他们迎
难而上，深入采访，日夜笔耕，在
较短时间内写出了 59篇 20余万
字的纪实文学作品。

惠南镇党委书记潘秀红在序
中说，这本书是在这场抗疫战斗
中惠南精神的全面展示，是一曲
慷慨激昂的抗疫战歌，是一本值
得一读的好书。“惠南精神”就是
听党的话，不怕艰难，不屈不挠，
奋勇向前，争先创优的精神。我
们要继续发扬惠南精神，以人民
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把各项工
作做得更精、更细、更好。

其间感人的故事还真不少。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姚海洪放下了
繁忙的长篇小说创作，以笔作刀
枪，带头深入战“疫”一线采访，日
夜辛勤笔耕，创作了《战疫中，人
世间尽是爱》《放学了，抗疫情不
放松》《七仙女，牵手各方抗疫》等
5 篇报告文学。其中《筑成抗疫
的钢铁长城——惠南镇抗疫纪
略》，用慷慨激昂的语言谱写了惠
南镇党和人民战胜疫情的一曲战
歌，彰显了作家的激情与笔力。

最后，惠南文学社社长姚海
洪要求大家按照“立足惠南，辐射
浦东，服务惠南，闪光浦东”的宗
旨，弘扬抗疫精神，坚定文化自
信，以更加饱满的热情积极创作，
在服务大局、服务基层、服务群众
方面开拓创新。为惠南文学事业
发展多出精品佳作，为浦东文学
事业发展多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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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申·社区
【视点】日前，吴淞创新城项目建设正式“打

响第一枪”，特钢宝杨路L型厂房首发项目、不锈

钢20号组团首发项目开工建设，标志着吴淞创

新城正式拉开转型发展大幕。中国宝武吴淞园

建设管理办公室揭牌。副市长汤志平出席吴淞

创新城首发项目开工仪式。

创新城项目“打响第一枪”宝山吴淞拉开转型大幕

□记者 施勰赟

当天开工的特钢先行启动区
首发地块规划建设大型商业文化
创意休闲街区和3栋摩天大楼，最
高200米。不锈钢先行启动区首
发地块定位为文化艺术先行区，
以文化演艺、剧院、艺术展览、商
业餐饮、休闲景观公园等为主要
功能业态。特钢、不锈钢各1平方
公里启动区域控详规划成果已基
本稳定，并同步启动了综合道路
交通及轨交系统、生态绿化、环境
影响评估、燃气系统、电力系统、
水务系统、河道蓝线、地下空间、
智慧城市信息基础设施、海绵城
市10个专项规划的编制研究。

据了解，吴淞创新城规划范
围即吴淞工业区，总面积约26平
方公里，其中规划建设用地约23
平方公里。将按照“产业耦合、环
境融合、功能复合、空间叠合、机

制整合”的规划理念，打造成为全
国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和城市更
新的示范区、国家创新创意创业
功能的集聚区、国际城市文化旅
游功能的拓展区。未来，将形成

“一核两心、两带五区”的规划空
间格局。“一核”即以吴淞大型城
市生态公园为“绿核”，融入体育、
文化、休闲、创意等综合功能；“两
心”，即枢纽商务中心（吴淞市级
副中心）与滨江文化中心；“两
带”，即黄浦江与蕰藻浜岸线，形
成两条集聚城市公共活动功能的
活力走廊；“五区”，即五大功能片
区，包括围绕“两心”，形成两大综
合配套服务区、结合宝武特钢地
区转型形成前沿产业集聚区、结
合宝武不锈钢地区转型形成两创
产业集聚区、沿蕰藻浜北岸预留
远期弹性发展的生态智慧发展
区。

吴淞地区作为全市五大重点

转型区域之一，吴淞创新城在“上
海2035”城市总体规划中，被明确
定位为上海市六大城市副中心之
一。未来，吴淞创新城既要成为
产业前瞻布局的承载区和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新标杆，也要在上海
五个中心尤其是科创中心建设中
发挥好关键支撑作用，在提升上
海城市发展能级、开放水平方面
和城市竞争力方面发挥好示范带
动作用。

宝山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按
照市委“上海面向未来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新型城市发展的一面旗
帜”的要求，宝山区注重发挥吴淞
工业区文化底蕴、存量土地资源
优势、大企业转型优势，努力将其
打造成为全国老工业基地转型发
展的产城融合示范区。目前正采
取“边建设、边招商”的理念，坚持
高起点规划、高品质开发、高质量
产业导入。加快发展新基建、新

能源、新材料、智能硬件等新经济
新产业，加强国家、市级产业项
目导入，加速产业生态链和一批
示范性项目建设，集中打造一批

“城中园”和“园中园”。同时，
规划建设宝武清能谷产业园、厚
友金融产业园，并积极对接清华

“瓷娃”5G产业化项目、树兰医
疗集团项目、英国托马斯小火车
主题乐园等项目落地，为区域整
体高质量转型升级奠定基础、树
立标杆。

当天，借力金融合作，宝山与
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
浦发银行、上海农商行、北京银行
等9家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进
一步加强政、银双方在吴淞等重
大板块、重点地区、重点项目建设
中的合作深度与支持力度，推动
吴淞创新城先行启动区域开发建
设及吴淞板块整体转型发展。

□通讯员 陈志强

“爱上新闻写作以来，他把喝
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写稿上，他
写的新闻作品视角新，深度和广
度不断攀升……”《青春留痕——
王青春新闻作品集》新书首发分
享会日前举行，多名浦东作家、媒
体编辑记者及写作爱好者相聚一
堂，分享研讨王青春的新闻作品。

《青春留痕——王青春新闻
作品集》日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
正式出版。作为一部新闻作品
集，该书收集了80余篇消息及观
察和思考类新闻作品，记录了浦

东新区万祥镇改革开放过程中的
诸多故事。

“20多年来，我采写的新闻作
品一篇篇变成铅字，在大家的关
心支持下，我的新闻作品集由上
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新书首发分
享会上，王青春深情回顾了20多
年来新闻写作的心路历程。1963
年4月出生的王青春，常年工作和
生活在万祥镇，对家乡的一草一
木充满了情感。从上世纪九十年
代初以来，他在东方城乡报、浦东
时报、浦东街镇、浦东论坛、中国
网、共产党员网、上海基层党建
网、浦东党建网等媒体上发表新

闻作品200余篇。
“20多年来，在一次又一次的

生活磨难中，他始终以顽强的毅
力和蓬勃向上的人生态度，朝着
既定的目标，一次又一次地在不
屈的拼搏中腾越和奋起……”原

《南汇报》总编唐同轨在题为《青春
在追梦中飞扬》的评论中说，王青
春的新闻作品集第一篇《种粮大户
不再为晾晒稻谷犯愁》，开门见山
地呈现出他多少年来扎根沃土、为
农民代言的鲜明立场和追求目标，
并由此坚实地奠定了全书的总基
调——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客观、
真实地把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致

富、创新、喜悦、困惑，以他几十年
来铸就的生动活泼的表述方式，鲜
活地展现给广大读者。

他的新闻作品，无论是对街
道、社区、村组加强基层党的建设
新举措的礼赞，以及对新时期农
村党员教育、干部队伍和社区建
设、文明创建的细心观察与精准
思考，字里行间，都无不真实地彰
显着这位农民的儿子，从骨子里
对生他养他的农村以及父老乡亲
们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理念、新
思想、新作为；同时也不难看到，
他的青春，他的梦想，也在追赶新
时代的进程中激情飞扬。

《《王青春新闻作品集王青春新闻作品集》》首发分享会举行首发分享会举行

他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写稿上他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写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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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新城（马陆镇）各村社区改建停车场为民服务
□通讯员 倪盛

随着村宅、小区实行封闭化
管理,缓解居民的停车难问题一直
困扰着村委会、居委会。现在，这
个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了，嘉定新
城（马陆镇）各村社区通过改建、新
建停车场并进行收费管理，基本上
解决了居民反映的停车难问题。

戬浜村东胡、周家村民组外
来人口较多，面临“车多车位少”
的问题。而车辆随意停放引起的
村宅内的道路交通磕磕碰碰事件
时有发生，为缓解村民停车难问

题，村委会合理利用“后拆违时
代”契机将拆违后的空地改建成
停车场。村委会工作人员在前期
实地察看和商讨基础上规划停车
场的内部构造，还在绿化种植、车
位划分、岗亭设置等方面加以优
化。据了解，改造后的停车场占地
面积约3500平方米，停车场共有固
定车位115个和临时车位30余个，
并已于6月15日正式投入使用。

仓新小区没有地下车库，为
解决居民停车难问题，马陆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仓新组决定有效利
用小区绿化面积改建停车位。项

目启动前特意向小区居民征询意
见，小区居民全票同意并通过。
据悉，此次共计新增停车位46个，
现小区车位总计916个。

为方便村民前往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看病配药，仓场村在社区
卫生站的西北角新建了一个约
5000 平方米的停车场，新增 100
多个车位。此停车场为村民组内
部停车场，门禁系统已安装完毕
并实行收费管理，停车场现已投
入使用。已有不少车主前往村委
会，办理车辆相关登记手续。

樊家村为解决钱黄村民组停

车难问题，将村民组内的一处空
地改建为停车场，此停车场可提
供30余个车位。

彭赵村的新建停车场位于彭
赵村张家村民组东南，整体面积
约 2000 平方米，能停约 150 辆小
型车辆。张家村民组共有49户村
民，外来住户100余户，随着生活
质量的提升，村宅内的车辆日渐
增加，只能停放在村宅屋角和主
干道上，这不仅影响宅舍风貌也
带来了不安全因素，利用原场地
重新翻整改建的停车场缓解了村
民停车难问题。

□通讯员 杨晓瑛

雷锋驿站地处地铁8号线耀
华路站 3 号口，这里曾经是 2010
上海世博会的志愿者岗亭，当时
被称为世博第一岗，2012年4月，
正式改名为雷锋驿站。5年前，在
原先临时岗亭的基础上，上钢街
道又对这里重新进行了改建，不
仅面积加大了，驿站旁还建起了
一个可供志愿服务的小广场，它
们和不远处的中国馆遥相呼应，
成为了上钢新村街道志愿服务的
新地标！

雷锋驿站全年无休，每天早
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整整8小
时为过往群众提供服务。近年
来，这里是海事大学、海洋大学、
华东政法、交通大学、上海大学等
10多所高校和众多高中学校的社
会实践基地，也是辖区内各单位

的志愿服务场所。
辖区里两新组织的党员和积

极分子，也定期不定期的加入到
团队里来，辖区里的武警9支队
特勤中队、反恐大队、武警装甲
大队都定期在这边开展公益活
动，他们会在小广场上面设摊，
搞切合群众需求的那些志愿服
务。

疫情发生前，每月的5日、15
日和25日，雷锋驿站小广场定期
会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这里的磨
刀、理发、各式小修小补，受到了
周围群众的欢迎，也由此，不少热
心市民纷纷主动报名加入，志愿
者队伍中，由世博会上的小白菜、
小蓝莓，到如今的社区志愿者，团
队成员达到了 500 多人，除了上
钢新村街道外，周边的周家渡、塘
桥街道、三林镇等 5 个街镇的志
愿者纷纷加盟。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雷锋驿站整整关停了近半年。6
月中旬，疫情有所好转,衔道决定
重新开门迎客，看着马路上的人
来车往，驿站负责人傅余贤浑身
上下又充满了干劲儿！

作为沪上好多高校的实践基
地，每年暑假，这里总要培训好多
批次的大学生，现在疫情逐渐稳
定，事前的计划都能如期进行，傅
余贤心中一直悬着的这块石头，
总算也落了地！

雷锋驿站重又开门迎客雷锋驿站重又开门迎客

检察建议公开宣告助力
同城快递行业规范经营

□通讯员 金玮菁 记者 王平

日前，宝山区检察院召开
检察建议宣告会，对三起毒品
案件中发现的某同城快递公司
在物流配送方面存在的问题，
向该公司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
议书。区人大代表、公安机关
缉毒队队长及该同城快递公司
相关负责人出席。

宝山区检察院在对今年以
来办理的毒品案件进行梳理
时，发现毒品犯罪的手段更为
隐秘，从传统的“人货合一”转
向“人货分离”“钱货分离”的方
式。其中三起案件，犯罪嫌疑
人在贩卖、走私毒品的过程中，
通过某同城快递公司快递员寄
递毒品，而快递员没有对收寄
人员信息进行实名验证，也没
有对寄送物品进行验视，导致
相关毒品被寄送。

分管副检察长房长缨决定
对该公司制发《检察建议书》，
提出：严格落实收件时验视内
件制度，并作出验视标识；加强
对快递员的禁毒教育和法制宣
传，规范经营行为；不定期抽查
收寄验视、实名收寄等制度的
落实情况等建议。为了达到及
时整改的效果，决定适用公开
宣告送达检察建议的形式推动
该项工作。

此次检察建议改变了以往
邮寄送达的简单方式，通过公
开宣告送达，更好体现检察建
议刚性效力。通过现场和相关
企业的沟通交流、释法说理，并
在公安机关、人大代表的外力
监督下，确保检察建议落到实
处、发挥实效。

下一步，检察机关将进行
常态化的公开宣告，实现检察
建议宣告的仪式化、公开化，进
一步提升检察工作质效和司法
公信力。

□通讯员 王英

日前，笔者到庄行镇芦泾
村。在与村总支书记施浩亮交谈
中，听说该村8组村民王龙海家的
竹园里，发现了一座建于百年前
的古石桥（迄今为止有关志书上
未有记载）。出于对文物的爱好，
我喜不自禁，当即请施书记陪我
到现场察看。走出村委会沿光明
中心路往西约一里，折南走20多
米是一条开浚于70年代末的东西
向河道光明港，过桥便是8组村民
王龙海的宅基。

西面就是他家一个遗弃多年
疏于管理的竹园，拨开小树、野
藤，只见一座古石桥静静地卧在
泥里。此桥单堍头、双桥面、花岗

石平桥，桥墩全部埋在泥里，仅露
出桥面和二河滩桥枕石。经过丈
量，二块桥面板各长5米，宽0、55
米，厚 0.3 米。二滩桥枕石长 1.6
米，宽0.5米。石桥柱因深埋在泥
里，无法丈量。历经风雨腐蚀，桥
上镌刻字迹模糊不清。施书记就
拿了碗去舀水冲洗，隐约看清桥
板二侧中间镌刻着“永寿桥”三个
大字，两侧镌有祥云花纹。至于落
款，横看竖看，只能看清是“民国四
年夏立”。据此推算，这是一座建
于公元1915年的古石桥。

为了弄清这座古桥的情况，
我俩先后采访了附近的二位年长
老者。一位是竹园的主人王龙
海，今年 82 岁，曾经担任生产队
长。据他说，他家世代居住在这

里，这座桥在小时候就有了，桥下
的河叫“芦泾”。以前是牛溇村、
板桥村、存古村等村民到庄行镇
上的必经之桥，来来往往，过桥行
人很多，他还和小伙伴站在桥上
玩跳水，比赛数过桥行人谁准
确。70年代初，生产队里买了手
扶拖拉机，要开过桥去耕田，但桥
面宽仅一米，拖拉机无法过桥。
村民们就用钢钎、铁捧撬开，两块
石桥板统一往外延伸20厘米。使
手扶拖拉机的两个轮胎正好压在
二块桥板上缓缓过桥，方便了河
南河北农田耕耘。1977 年底，开
挖镇级河道光明港，原来的河道
老芦泾填平了，古石桥也随之填
没，村民改过道走了，这座桥也逐
渐被人们所遗忘。

走出王家，施书记又带我来
到住在桥附近的一位百岁老人家
里。老太太名叫夏秀英，生于民国
八年（1919），基本上与古桥是同龄
人。老太太满头华发神清气爽，戴
着土布饭单正与女儿拉家常。我
们问起这座桥，老人说，这座桥她
熟悉，叫“永寿桥”，比她大四岁。
平时，桥上行人很多，非常闹热。
后来新开挖光明港，填没了老芦
泾，桥也成了旱桥，人们不走了也
就淡忘了。当听到古桥还在，她非
常高兴，说这是老祖宗留下的宝
贝，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要保护好。

世纪老人的肺腑之言，使我
深受感动。作为一个文物保护的
志愿者，更应该要为进一步挖掘、
保护文物、古桥而努力。

奉贤庄行百岁老人话百年古桥奉贤庄行百岁老人话百年古桥

市检察院发检察建议
督促提升证券市场注
册会计师行业执业质量

□通讯员 施坚轩

近日，上海市检察院向中
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制发检察建
议，督促提升证券市场注册会
计师行业职业质量，收到中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书面回复。这
是上海检察机关贯彻落实最高
检“三号检察建议”、助力金融
风险防范的举措之一。

上海市检察院在检察建议
中提出，建议中注协结合加强
行业自律监管、督促会计师事
务所履行资本市场“看门人”职
责，净化市场环境，并将积极配
合做好相关工作，共同推动注
册会计师行业执业规范、提升
执业质量。中注协表示将进一
步加强与检察机关合作，建立
协作机制，会同检察机关研究
制定完善行业监管意见。

□通讯员 唐品璋

最近，周浦镇党委部署在全
体党员中深入开展“不忘初心”学

“四史”的学习活动。镇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闻风而起，举办以《四
史》为主题的集邮展览。瑞阳苑
居民区党总支在得知消息后，立
即组织辖区全体党员们前去参观
学习。

瑞阳苑学习瑞阳苑学习““四史四史””形式多样形式多样

□通讯员 黄栋杰 陈忠安

长兴镇长征村作为新时期新
农村“美丽乡村”建设五年多来，
在市区镇专项资金支持下、在自
筹资金及村民们的努力配合下:
村级主干道翻修拓宽了，主干路
旁种植了花草美化了环境，村北
端侧的景观河改建得更靓丽了，
日前已通过竣工验收。近年来在
村委东南角建造了“廊下林”，廊
下林连接长征路的南北及东侧的
水泥路也变成了三条新型的柏油
马路。廊下林建成一年多来，村
民们及村南端禾庄度假村度假的
市民在早晚及节假日休闲时、也
乐意去廊下林游闲及周边的柏油
马路上散步健身走路了;村民们

欣喜地说美丽乡村建设五年多
来，村里的主干道变宽了，村里的
地更绿了，村级河道及沟渠里的
水更清了！村民们享受到更新鲜
的空气了！

尤其是该村在贯彻与落实、
沪崇乡村振兴办关于[2019]5 号

《崇明区“迎花博、治五棚”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进行治理半年多
来，在长征村范围内，开展以“宅
前屋后清理”及“治五棚”为专题
的环境综合大整治一系列工作以
来，使该村的整体环境得到了进
一步提升，村容村貌更整洁了，道
路与沟渠及宅前屋后更清洁了，
人们的精神面貌焕发一新了!基
本上杜绝了农村一直以来“乱堆
放”与“乱搭建”的阵年旧习。

迎花博迎花博、、治五棚治五棚““美丽乡村美丽乡村””建设变化巨大建设变化巨大!!

□通讯员 王洪

上海虹桥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在繁忙生产中，时刻不忘一线操作
工人的技术培训，7月中旬，邀请有

着25年制丸经验的老药工，通过手
把手的带教，从起模、成型，到盖面
工艺步骤逐个操作实践，组织企业
一线青年技工，了解和掌握手工制
作中药水丸的技艺。

继承岐黄传统培训制丸技艺继承岐黄传统培训制丸技艺

图为村党支部第一党小组党员日前在冒雨检查环境整治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