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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由浦东新区总工会主办，

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工会和上海金域医学

检验所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 2019“上海

医谷”医学科技劳动竞赛（医学检验行业

技能比武）”正式开赛。上海市浦东新区

总工会基层工作部副部长顾燕萍出席本

次活动。来自上海国际医学中心、上海健

康医学院等企事业单位的数十名职工和

学生参加此次竞赛。

顾燕萍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上海国

际医学园区工会医学类竞赛的创新模

式，通过竞赛有效提升了职工的职业素

质，凸显现代医学特色，加强了上海国际

医学园区医学检验行业企业和高等院校

之间的交流，为园区广大职工和学生提

供学习和实践平台。她希望广大职工可

以结合实际工作，激发信心斗志，在工作

中不断改革创新，成为浦东转型发展急

需的人才。同时，她还希望上海国际医

学园区工会结合当前形势，凝聚职工共

识，通过劳动竞赛进一步提升爱岗敬业

精神，全方位发展，为张江国家综合性科

学中心南部现代医学城建设凝聚智慧和

力量。

此次比赛设有“病理切片”“细胞形态

学看片”两个项目，由专业评委对参赛选

手的操作流程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此

次劳动竞赛还开设了赛前专业培训和专

家讲座，由业内专家为参赛选手作赛前辅

导，在丰富了选手的理论知识的同时，也

进一步提升了竞赛的质量。

（拉风）

2019“上海医谷”医学科技劳动竞赛举办

医学检验行业技能大比武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浦东说书、

苏州评弹、温州鼓词、淮河琴书……10
月 26日、27日，北蔡镇文化服务中心剧

场内热闹非凡，“缤纷长三角·浦东北蔡

杯”曲艺邀请赛在此举行。

北蔡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赵宏财

介绍，“缤纷长三角·浦东北蔡杯”曲艺

邀请赛加强和促进了长三角地区曲艺

的交流和发展，提升北蔡镇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浦东说书的影响力和

知名度，进一步夯实浦东说书品牌的传

承和发展。

作为一项传统民间曲艺，浦东说书

流传于上海和江浙地区。2008年 6月，

由北蔡镇申报的浦东说书被列入第二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浦东说书成为非遗项目的时候，曲

艺舞台正处于萎缩状态，一些非遗项目

拘囿于保护地一个狭小的地域内，非遗

项目难以获得复壮的机会。长三角地区

文脉同根同源，有着相互学习借鉴的天然

优势，定期交流探讨有助于促进区域文化

协调发展，浦东说书也可以依托这个平台

与其他区域的曲种进行艺术切磋，还可以

打造一个属于北蔡镇自己的文化品牌，以

此来推动浦东说书的保护传承工作。据

此，北蔡镇文广中心提出“筑巢引凤”——

举办长三角曲艺邀请赛。

在北蔡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09年

秋第一届长三角曲艺邀请赛顺利举办，国

家曲艺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国艺

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以及中国说唱文艺

学会受邀担任指导单位，为浦东说书的科

学保护提供专业咨询，为国家级非遗项目

的高质量传承提供学术指导。

十多年来，浦东说书完成了一个个

“华丽转身”，不仅成为北蔡的特色民俗

品牌，也成为浦东文化中的一张名片。

北蔡镇在保护、传承和发展中，将

浦东说书送进学校和社区，让浦东说书

“活”在人们的生活中，并积极培育曲艺

团队、创编曲艺节目。参加此次展演的

《浦东老八样》《真美丽》《说因果》等均

为新创作的曲目。而曲艺邀请赛也已

成为北蔡镇传承、发展民间曲艺事业的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积极推动与长三

角地区各种曲艺形式的交流、共同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浦东说书的品牌

影响力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今年浦东说

书《养猪阿太》还进入了全国第十八届

群星奖决赛。

“缤纷长三角·浦东北蔡杯”曲艺邀

请赛每两年举办一次，今年已经是第六

届。邀请赛吸引了来自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等长三角地区的18个节目参加

展演。经过专家评选，浦东说书《说因

果》、温州鼓词《精忠颂》等5个节目获得

比赛金奖。

浦东说书长三角邀请赛夺金

■本报记者 沈馨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周浦是怎么样

的？傅雷图书馆日前发布《重现老周浦

（上册）》一书，书中给出了答案。

这本书里的 60多篇图文源于微信公

众号“重现老周浦”。书中“老周浦”的场

景都是通过 3D影像复原而来。作者黄佳

林说：“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老周浦

的印象储存下来，为后人留一份真切。”

专注细节 精确还原

周浦塘、咸塘港、张家浜等上百条河流

纵横交叉，钥匙桥、巽龙桥、永兴桥等50多

座石桥连接着大街小巷，两岸楼宇叠层，店

铺林立……翻开《重现老周浦（上册）》，仿

佛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周浦。

作为一个周浦人，黄佳林看着周浦从

水乡古镇蜕变成为繁华城镇，在这个过程

中，旧时的老街、老宅和古桥大多“消逝”

了，成了他难以忘却的记忆。“我非常怀念

孩提时代的周浦镇，对那些消失的历史建

筑一直念念不忘。”黄佳林说，“如果能把

这些家乡的水乡风情、繁华市井、人文风

貌原汁原味地还原、保留下来该多好。”

黄佳林有着 30多年机械设计工作的

经历，用 3D技术复原一个“老周浦”的想

法在他脑海中产生。他告诉记者，自己对

CAD、PS等电脑画图软件有一定基础，但

想要表现立体建筑，运用 3DMAX技术最

合适。可在这之前，他并未学过。

于是，60多岁的黄佳林边做边学，尝

试绘制“老周浦”的每条街、每条路、每条

河和每幢建筑。搜集材料、采访老人、绘

制草图、确认细节、反复修改……看似简

单的一张 3D影像图片，他往往需要花上

半个月才能最终定稿。“我希望尽可能精

确地为大家还原一个真实的老周浦。”黄

佳林说。

志同道合 拾遗补缺

2017年，黄佳林开设微信公众号“重

现老周浦”，结合 3D影像图片与文字，以

图文并茂的形式，让更多人重拾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的周浦记忆。

随着一篇篇图文推送，“重现老周浦”

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一批与黄佳林同样关

心家乡的老周浦人开始加入进来。如今，

“重现老周浦”主创团队已从最初的三四

人，壮大至30多人，其中有特级教师、本土

作家、地方史料专家等。

团队成员陈民宪告诉记者，两年前，

自己被“重现老周浦”的推文吸引，觉得很

有意思。“我看到文章最后有个投稿邮箱，

就把自己之前写的周浦旧事发了过去，没

多久就收到了黄佳林的邀请，加入了作者

交流群，成为了团队一员。”

“作者交流群每天都很热闹，有时大家

一起回忆，把已模糊的记忆拼凑起一个完

整的故事。”黄佳林说，“我则根据作者的文

章绘制图片，丰富故事中的重点镜头。”

忆古惜今 重温历史

《老周浦地标钥匙桥》《别有风貌的关

岳路》《刷布场街的前世今生》……微信公

众号“重现老周浦”推出两年半，已推出图

文 83篇，复原图片 1200多张，阅读点击量

20多万人次。

在周浦镇政府支持下，其中的60多篇

图文被汇编成书，两年后，周浦镇将推出

《重现老周浦（下册）》及彩色图册版，让新

老周浦人了解、重温周浦历史文化，忆古

惜今，将周浦记忆代代相传。

按黄佳林设想，等到自己把老周浦所

有街道复原后，再将这些 3D图连成一片，

制作出一部《周浦史料文化地图全景互动

片》，从而完整还原“老周浦”。

他介绍，该互动片上线后，大家只需

打开它，就可以从三维空间看到老周浦的

每一条街道、每一幢建筑，并且可以任意

放大或缩小，进行多角度观赏。同时，点

击其中的某一街道或建筑，就会出现不同

时期的人文史料和画面，在游览之余，还

可以在任意人文景观处留言互动。

花甲老人自学3DMAX复原“老周浦”

1000多幅影像再现60年前繁华场景

■本报记者 章磊

今年 9 月底刚开业的恒越荣欣广

场，带给曹路镇居民的不仅仅是吃喝玩

购，还有“家门口”的就业机会。曹路镇

恒越荣欣专场招聘会日前举办，15家商

户为求职者提供了近200个就业机会。

直接在用工地招聘

“小杨生煎企业管理发展（上海）有

限公司招募见习经理、餐厅服务员、采购

助理、IT主管”“上海星巴克咖啡经营有

限公司金钻路店招 10 名星级咖啡师”

“上海永辉超市有限公司金钻路分公司

招募超市理货员”。当天的专场招聘会

上，共有15家恒越荣欣广场商户的所属

企业参加动，提供了35种职位、近200个
就业机会。

家住金海华城大居中虹家园的王

女士，对小杨生煎提供的岗位颇有兴

趣，就工资待遇等询问了一番。“我之前

来这里，看生意挺好的，这次正好要找

工作，就想找个离家近的。”她告诉记

者。

曹路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介绍，直接在用工地招聘，让有意向

在曹路工作的求职者更加方便。

关注本地劳动力就业

恒越荣欣广场已经为附近的曹路镇

居民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广场管理

方、上海合越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凌

南华告诉记者，广场启动招聘之初，就优

先考虑附近居民。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附近居民的就

业稳定性相对更高，同时排班更具备灵

活性。”他说。

曹路镇副镇长金惠珠告诉记者，因

为产业结构调整等各类因素，曹路镇有

不少50岁至55岁的本地劳动力，对于再

就业的需求十分明显。“打造宜居宜业宜

学的新曹路，需要关心好这个群体。我

们希望通过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满

足他们的再就业需求。”金惠珠说。

现场体验技能培训

在招聘会现场，两个摊位略显特殊：

一个是职业技能培训的宣传摊位，一个

是技能培训体验摊位。

金惠珠告诉记者，之所以专门设置

职业技能培训的宣传和体验摊位，是为

了让更多求职者得到更多提升就业能力

的渠道，尤其是那些50岁至55岁的本地

求职者。

在体验摊位上，大厨带着在场求职

者体验如何制作南瓜饼。提前准备的

20份材料，一下子就被分发一空。

金惠珠说，希望以招聘会为桥梁，以

政府配套服务为基础，以“家门口”的服

务方式，助推曹路镇“家门口”的培训服

务建设，借宜业带动宜居。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丁

翔）诵经典、习武术，小手牵大手，以传统

文化滋养家庭。10月 27日，宣桥镇“传

统文化，家庭成长”项目第二期结业。

该项目今年3月启动，由宣桥镇妇联

主办，上海致君诵读汇承办，宣桥镇三灶

实验小学协办。其间，学校老师组织安

排学生及家长学习中华礼仪、诵读经典

及国学常识，并开设书法和武术等课程，

孩子、家长体验和学习传统文化的精髓。

“传统文化，家庭成长”项目还要求

学员把所学传统礼仪和国学经典转化成

平时的践行。

学员马文溪的妈妈说，学习国学是

修身养性的一剂良方。孩子刚开始认字

生涩，但坚持几天后就能背诵，如今养成

了在家主动学习的好习惯。

据了解，宣桥镇妇联致力于传统文

化的“家校共育、亲子共融、成长共进”，

自去年开始，从社区到学校，面向当地

的中小学生家庭招生，目前已有 400多

个家庭参与“传统文化，家庭成长”项

目。

宣桥镇妇联主席李清介绍，将优质

的传统文化资源免费送到“家门口”，有

利于形成积极、开明、团结的家庭氛围。

镇妇联将继续依托社区和学校，提升家

庭的文明素养，助力宣桥的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昨天，“留创廿

五载，逐梦创时代”张江留创园展示周启

动。活动由上海市人才服务中心、浦东新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指导，浦东新区人才

交流中心（上海张江留学人员创业园）主办，

张江留创园挂牌的七大孵化基地支持。

张江留创园成立于 2000 年，是首批

“国家留学人员创业园”之一。成立近 20
年以来，张江留创园为留学生和留创企业

提供了多元化的双创服务，培育出了一大

批具有创新创业能力、国际竞争实力和社

会责任担当的人才和留创企业。据了解，

张江留创园共孵化留创企业1024家，其中

20家在国内外上市或挂牌。

怎样让高层次人才留在浦东？昨天，

浦东新区海外高层次人才“e通卡”2.0版本

同时上线。在 1.0版本的基础上，2.0版本

新增了积分升级、王牌助理、机场VIP、好
书不倦、文艺荟萃、缤纷活动 6个模块，高

层次人才可以方便地享受健康体检、机场

贵宾室等服务。

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2019年浦东新

区创新药驱动下的人才发展白皮书》。浦东

新区人才交流中心连续4年针对生物医药产

业人才展开调研，本次调研共有81家浦东新

区医药类企业参与并提供数据和资料，调研

内容包括公司背景、人员效率、招聘流动、人

员结构、薪酬福利、人才发展等方面。

除集中展示外，张江留创园还将开展

为期两个月的七大孵化基地巡展。

现场招聘+技能培训 曹路创新招聘渠道

实现“家门口”多层面就业

张江留创园展示周启动
“e通卡”2.0版本同时上线

“小手牵大手”共诵经典
宣桥镇“家校共育”促传统文化传承

经3D复原的周浦南八灶旧貌（左）及周浦街景（右）。 □黄佳林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