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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天予 浦东报道

在塘桥街道每个月的“仁济健康讲

坛”活动中，总能见到一批少数民族同胞，

他们都是“民族绿色居家生活馆”的成

员。所谓“生活馆”，是塘桥街道围绕少数

民族居民的“衣食住行”设计的，旨在促进

该群体融入社区。

塘桥街道现有少数民族同胞 1212
人，来自回、满、苗等 33个民族。为了促

进这部分人群融入社区，塘桥街道以“绿

色居家”生活为主题，围绕他们的“衣食住

行”，量身定制了“民族绿色居家生活馆”

项目。“家是我们生活的港湾，而衣食住行

是每个人每天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所

以我们以此为切入点，在丰富少数民族同

胞生活，促进他们融入社区的同时，给予

他们参与社区自治的机会与动力。”塘桥

街道相关负责人称。

围绕着“衣食住行”，生活馆精心设计

了各式各样的主题活动，以满足不同人群

的需求。例如“少数民族服装鉴赏与形象

设计”课程，整合了妇联资源，请来了专业

的形象设计师参与；“舌尖上的文化品位”

一改以往少数民族同胞展示各自美食的

常态，通过食疗养生沙龙的形式，深度诠

释美食背后的文化风情；“绿色生活的家

居艺术”则关注了大家的居家生活环境，

通过绿植养护、屋顶花园设计、绿色盆栽

种植等内容，美化家庭空间；“科普基地一

日行”活动也已经举办多届，生活馆成员

的足迹踏遍了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昆虫

馆、世博月亮船等，开拓了大家的眼界。

为了确保生活馆活动能够顺利举行，

塘桥各居民区统战社工、民族联分会联络

员以及志愿者组成了少数民族工作网络，

保障了各项工作的规范化运作。每隔一

段时间，工作人员深入基层社区，对少数

民族同胞进行走访和问卷调查，了解他们

的生活需求。生活馆的活动方案也据此

设计，用符合受众口味的内容，吸引更多

人参与到活动中来。

“我们希望通过生活馆这一载体，促

进少数民族同胞融入社区，成为社区一

员，增进社区的凝聚力，提高各方的贡献

力。”相关负责人称，新一年生活馆将为少

数民族同胞提供更多服务社区、融入社

区、展示自我风采的机会，进一步促进塘

桥居民间相互关爱、温馨和谐的生活氛

围。

■本报记者 须双双 浦东报道

1月 19日，浦东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召

开会员大会，百余名会员聚集一堂，共同回

顾了“新研会”过去两年的工作。

浦东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现有会员 316
人，会员中大多数为老干部、老党员、老战

士和“红二代”等。近年来，浦东新四军历

史研究会致力于挖掘历史资料，传承铁军

精神，组织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开展宣

讲活动 120余场，并将革命历史教育送进

校园。

追寻红色记忆

201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

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2016年是中国共产

党建党9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

周年。浦东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顾国平

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抗战的亲历者、

知情者越来越少，史料挖掘、征集极具抢救

性。”

两年来，浦东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进行

了大量史料征集和整理工作，填补了浦东

史料中的部分空白。

在浦东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开展的“老

战士忆当年”寻访活动中，一批骨干会员、

“红二代”组成征集队伍，四处走访排摸，获

取了不少具有较高价值的历史资料。浙东

抗战领导人之一方晓，共和国少将徐立行，

新四军老战士张锡祚、顾正钧、瞿俊等一批

出生于浦东的老战士的相关资料得以被挖

掘、核准。

去年 7月，经浦东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牵线搭桥，国家二级战斗英雄陶妙根与战

友在65年前的一张合影历经千难，被送到

了陶妙根老家祝桥镇的亲人手中，两位革

命先辈经过“血与火”洗礼的情谊在后代身

上得以延续。

记录珍贵史料

过去两年，浦东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通

过出书、拍摄电视片等形式留存下了不少

珍贵的史料。

与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浙东浙

南分会联合出版的《赤水丹心——四明抗

日斗争史略》讲述了浦东与浙东英雄儿女

携手抗日的历史。与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

究会联合出版的《兄弟行——从浦东到浙

东》记录了浦东籍朱氏兄弟的革命历程。

《心中的旗帜》一书目前已进入定稿阶段，

两年里已积累了史料计20余万字。

此外，浦东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参与拍

摄了 8 集文献纪实片《血染着我们的姓

名》，该片记载了浙东纵队坚决贯彻“开辟

浙东敌后根据地”战略决策和浦东儿女奉

命横渡杭州湾的重要历史。浦东新四军历

史研究会还与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联

合拍摄了《为了正义与和平》电视片，讲述

浦东三林人民营救美国飞行员托勒特的故

事。

让更多人铭记历史

只有让更多人了解历史，革命精神才

能代代传承。近年来浦东新四军历史研究

会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座谈会、朱

家店抗日之战纪念会、朱亚民百年诞辰纪

念会等多个纪念活动，并多次组织祭扫烈

士陵园、参观红色场馆等。

浦东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成立了一支由

38 人组成的宣讲团，走进学校、社区、单

位，讲述革命故事。宣讲团成员中，有人年

事已高依然坚持四处奔走，有人悉心备课

受到孩子们的喜爱，还有人自学 PPT 制

作，只为了让宣讲更加有声有色。据统计，

两年来，宣讲团宣讲120多场次，受教育者

超过6万多人次。

此外，浦东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多年来

坚持“送革命历史进校园”，目前已与新区

19 所学校共建，赠送刊物、书籍超千余

册。去年，浦东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还开展

了“抗战故事进校园活动”，在两个月内进

入 35所学校，为 2万多名师生宣讲抗战历

史。

为了更好地弘扬革命精神，浦东新区

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还“进驻”互联网，开通

了新浪博客，发文120余篇，累计点击量达

1.6万多次。

■本报记者 陈烁 浦东报道

1月19日，唐镇社区公益冬令营正式

开营，几十名孩子将度过一个充实、快乐

的寒假。

据介绍，这一公益冬令营由唐镇团委

主办，将分为两期，每期 5天。第一期当

日开始，第二期则将在春节后举行。冬令

营的课程，将有安全教育、体能训练、辩论

赛，以及协同合作、自我表达、交流沟通体

验等，帮助孩子们提升综合素质。

据了解，公益冬令营1月11日开始面

向唐镇户籍或在唐镇就读的小学生招生，

受到孩子们和家长的热烈响应。而且，公

益冬令营招生的方式颇为特别，由希望加

入的小学生写一篇《我爱我家和唐镇》的

短文，学生家长再写200字评语。公益冬

令营主办方有关负责人介绍，征集发出后

一周，即收到了 78篇征文。孩子们的文

笔虽然稚嫩，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情实

感让人动容，倾注了对唐镇、对家、对父母

满满的感情。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浦东报道

1月19日，“江畔追梦”浦东新区“新长

征 新时代 新生活”专题摄影展在南码头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开幕。鳞次栉比的高楼

大厦，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普通人家的日

常生活，都定格在130余幅参展作品中，传

递出浦东的人文之美。

“江畔追梦”是由上海市摄影家协会、

新区文广局、新区世博地区开发管委会联

合举办的品牌展览活动，自2014年开始每

年举办一届。过去 3届展览中，作品主题

集中在反映后世博开发建设过程，本届展

览则扩大了作品涉及面，鼓励摄影家更多

地拍摄记录身边的人文活动，传播浦东的

社会新风尚。此次摄影展主办方共收到了

近800幅投稿，共选出130余幅佳作入展。

郭广龄的作品《中国魂》与王湖广的作

品《老革命的现代风采》并列此次展览最高

奖一等奖。在东方体育中心，郭广龄以五

组二次曝光照片，定格下中国短道速滑队

勇往直前、为国争光的动人瞬间，共同组成

了《中国魂》。王湖广则在作品中记录下88
岁的母亲的身影，看杂志、用助步车走路、

弹钢琴、手机自拍、触碰平板电脑，在王湖

广的镜头中，年轻时曾担任文艺兵的母亲，

晚年的生活显得既典雅又时尚。王湖广表

示：“在母亲的有生之年，我希望能多留下

一些镜头。”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月下旬。

1月21日，一场集合书法创作、茶道、香道、古琴和传统婚礼等元素的迎春雅集活动在惠南镇举行。
由汉唐浦东书院的师生和志愿者联合演绎的古代婚礼、闻香悟道、抚琴奏乐、诵经念诗等，让观众们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也增添了新年的喜气。当天，浦东新区老年书画会的书法家和书画爱好者捐赠300多幅书画作品进行现场慈善义卖，义卖所得全部
善款捐赠给祝桥、惠南两镇的孤寡老人，让他们过上一个温暖的新年。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惠南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上海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协会汉唐浦东书院、浦东新区老年书画会、浦东新区艺家
亲艺术团等单位联合举办。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浦东报道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

休……”日前，浦东中国画画院内宾朋

满座，京剧声声，古乐悠悠。在这场“古

镇高桥 长风雅集”书画名家挥笔迎新

年活动中，展出了 50余位海派名家作

品。书法名家还现场撰写春联，为浦东

中国画画院成立5周年贺喜。

“鸡鸣晓日江山丽，犬吠神州岁月

新”“知廉标五德，报午必三鸣”“丹凤

来 仪 春 回 大 地 ，金 鸡 报 晓 福 满 人

间”……在红色条幅上，书画家们饱蘸

浓墨，一幅幅春联转瞬写就，向高桥居

民传递新春祝福。而在画院的展厅内，

观众们看到，陈佩秋、高式熊、韩天衡、

周慧珺等海上名家的作品都高挂墙上，

给人们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著名美术史论家、浦东中国画画院

院长徐建融介绍，画院成立 5年来，为

市民、学生、书画爱好者等提供了一个

交流提升艺术水平的平台。画院未来

还将坚持不懈，搭建高雅艺术走近市民

的桥梁。

浦东中国画画院成立5周年

书画名家写春联送祝福

■通讯员 唐品璋 记者 章磊

近日，周浦的老年朋友们欣赏了一

场大戏。上海市曲艺家协会的青年演

员把一场精彩的表演送到了老来客会

馆周浦分馆，给周浦镇的老年朋友们拜

个早年。

“爷爷、奶奶们，新年好！”不久前获

得全国“牡丹绽放”优秀青年演员称号

的上海年轻滑稽演员陈靓，用一句开场

白赢得了场下的掌声。他连续三年到

周浦参加拜年表演，算是周浦老人们的

老朋友了。

独脚戏是本地群众的所爱。青年

演员袁继凯、诸弘宇表演的《啊！母

亲》，曹雄、许伟忠搭档表演的《三十而

立》诙谐噱头不少，引得老年朋友捧腹

大笑。表演评弹《蝶恋花》的夏慧莹弹

唱俱佳，一曲唱罢，场内观众一再要求，

她又加唱了《西厢记-莺莺拜月》，赢得

热烈掌声。

“老朋友”陈靓表演了他的成名之作

上海说唱《金陵塔》，之后又应在场观众

要求，加演了《戏剧串烧》等两个节目。

青年曲艺家送“欢乐”到周浦

挖掘珍贵史料 传承铁军精神
浦东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两年“以史育人”超6万人次

惠南镇举行慈善文化雅集活动

“江畔追梦”
传递人文之美

唐镇举办公益冬令营
孩子“入营”前先要写征文

塘桥街道定制
“民族绿色居家生活馆”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日前，来自陆家嘴街道的30多位“特

扶老人”欢聚一堂，举行主题为“我在、爱

在、家就在”的特扶老人迎春会。这已经

是浦东恒山老人关爱中心第二次组织老

人们吃年夜饭了。

老人们喜气洋洋地来到酒店，每位出

席者都身穿带有橙色元素的服饰。恒山

运行负责人张静表示，橙色结合了热烈的

红色与温暖的黄色，希望能给老人带去更

多温馨贴心的服务。

与陆家嘴街道共建的部队“兵儿子”

们也来到了现场，陪伴他们的结对“父母”

一同享用年夜饭。22岁的小伙子张启凡

和杨阿姨结对多年，起初，他称呼杨阿姨

为“妈妈”，得知杨阿姨已经70多岁多了，

小伙子马上改口叫“奶奶”。杨阿姨也特

别喜欢这位高大帅气的“兵儿子”。记者

了解到，张启凡明年就要退伍了，不过，他

表示，自己是上海兵，家住闵行，就算离开

部队了，也会经常回来看望“奶奶”。杨阿

姨让小张坐在自己和老伴的中间，席间，

杨阿姨一直给小张夹菜，小张也用饮料给

“奶奶”祝酒，现场满是浓浓的亲情和年味

儿。

据悉，陆家嘴街道携手恒山中心，通

过发掘社会资源，为“特扶老人”送上各种

生活照料、健康照护、心灵陪护等服务。

一年来，他们组织志愿者教老人使用智能

手机，在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一同做香

包、吃月饼，组织老人外出参观。越来越

多的爱心企业也参与到关爱老人的行列

中，受惠老人的数量不断增长。

陆家嘴街道关爱“特扶老人”
30多位老人与“兵儿子”共享年夜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