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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延）昨天，由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

书记谭作钧，大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绍旺率领的大连党政

代表团到浦东考察调研。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

翁祖亮，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赵奇，上海市政

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杭迎伟参加调研。

当天上午，大连市党政代表团来到浦东新区城市运行综

合管理中心，观看指挥大厅大屏功能演示，听取了城市精细

化管理等情况介绍。下午，代表团又来到张江科学城展示

厅，详细了解了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和张江科学城建设发展情

况。

据悉，此次大连党政代表团来沪，主要是全方位深化两

地对口合作，学习借鉴上海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和城市精细

化管理的好思路好经验好做法。

浦东新区自2017年起与大连市金普新区开展对口合作，

今年将围绕着扩大干部、技术人才交流，加强产业、园区和项

目务实合作，共同推进自贸区、自创区建设联动发展，共享体

制机制创新经验，完善合作保障措施。

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姚凯参加调研。

本报讯（记者 沈馨艺）浦东新区第 12届农产品博览会

将于本周五启动，全程与市民“云上见”。农博会期间，将有

不少于六个专场的直播带货，而首场直播活动就迎来两名重

量级嘉宾——浦东新区副区长管小军和区农业农村委主任

苏锦山。他们将化身“带货主播”，为浦东特色农产品代言，

让优质农产品走入千家万户。

直播中，两人将向市民推介南汇水蜜桃、南汇 8424西瓜

和浦东葡萄，讲述它们的“前世今生”，并把商品从线下搬到

线上。看展的观众则可以“即看即买”，而且所有上线产品全

部“一件包邮”，直接从“田头直达餐桌”，没有中间环节，以最

具诚意的价格，给市民带来最新鲜的地产优质农产品。

以南汇水蜜桃为例，12个装单果4.5两以上和8个装单果

5两以上两种规格的产品，原价是 168元，当天直播期间将以

128元的价格限量发售 500份；而“南汇 8424西瓜”将以一个

装/4.5KG以上55元、二个装/8KG以上110元、四个装/13KG
以上 170元的秒杀价限量销售；“浦东葡萄”同样给到了全网

最低价，其中，夏黑及巨玫瑰2KG装直播价只要98元。

除了最优惠的价格，当天直播间还将有多轮抽奖环节。

最早答对问题的市民，有机会获得管区长亲手送出的产品。

此外，今年农博会开幕当天起，“浦农优鲜”平台每天整

点都会发放无门槛优惠券，市民可以提前打卡领券，或参与

互动小游戏赢取优惠券，在直播间叠加使用，以最优惠的价

格买到心仪的产品。

■本报记者 蔡丽萍

近日，由区妇联、区文明办主办

的“家在浦东”主题实践活动在张闻

天故居举办，20名学生怀揣着问题

与好奇，在老师的带领下一同走进张

闻天故居，感悟革命精神……自“四

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浦东各界不

断丰富线上线下学习形式、将学习教

育转化为发展动力，整合各类资源、

用好各类平台、创新活动方式，推动

“四史”学习教育走向大众，努力把学

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新时代浦东改

革开放再出发的强劲动力。

自开设“四史”学习教育专栏以

来，“浦东党建”微信号上，每天都会

推送“四史”学习动态和红色故事，

“四史”学习教育专网上还有各类学

习课件，让“四史”学习教育可听、可

看、可体验。在“四史”学习教育中，

浦东结合普通党员、一般干部、“两

新”党员、青少年等群体不同特点，积

极打造线上学习空间。团区委推出

浦东青年云讲“四史”系列微视频、定

制动画片《浦浦东东奇遇记》，为青少

年学“四史”助力；川沙新镇、陆家嘴

街道、泥城镇等街镇分别推出云端党

课、精品云党课、音频党课、党建电台

之“空中党课”等线上学习平台，为基

层党组织自学提供全新的线上学习

窗口；金桥开发区综合党委所属山南

党总支依托“山南 FM广播台”等平

台，将“四史”学习在“线上留声”，通

过党员的讲述让红色经典在“心间浸

润”。

浦东各单位还注重丰富线下学

习内涵。前期区教育局、团区委联合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推出《青少年制度

自信教育系列课程（浦东版）》，并将

课程搬到了学生们喜闻乐见的B站，

一堂堂特殊的团课深深吸引着孩子

们的目光，浦东干部学院资深师资团

队亲自设计制作课程，讲浦东小囡爱

听的浦东故事，把制度自信的种子播

撒进“00后”学生的心田；区委党校

也积极将“四史”学习教育融入干部

教育体系，加大对全区党员、干部，特

别是对年轻党员和新入党党员的理

论和党性教育。目前，已推出 19门

专题讲座课程、6门主题教室课程、

13门现场教学课程。

唐镇则结合群众实际需求，与

10个兄弟街镇牵手联动，共同筹备

开展“‘四史’光辉耀中华”沪剧联唱

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

“四史”学习教育深入人心；沪东新村

街道开展了《共产党宣言》铜活字版

特展，以《共产党宣言》为主题，展出

毛泽东选集、“四史”教育书籍、马克

思文献珍藏等书籍，成为沪东广大党

员学习“四史”的盛宴。

浦东各单位还始终把解决问题、

推动事业发展作为衡量学习教育成

效的重要标尺。浦东科创集团以“四

史”学习教育为契机，为保障中小微

企业平稳运行，结合当前疫情防控第

一时间出台了《浦东科创集团助力中

小微企业“战疫”十二条政策》，从加

大金融服务力度、减免房租、加大企

业投资力度和整合集团资源、提供综

合帮助等四个方面全方位助力中小

微企业平稳度过疫情。区税务局税

收风险管理局、二十四所、保税区税

务局二所等党支部，聚焦落实“四力”

要求，主动作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通过发挥税收大数据优势，为上海华

翔羊毛衫有限公司匹配上下游供应

商，助力600多员工的浦东老纺织厂

转产口罩，度过疫情难关。

老年人的“一餐饭”关联着千家

万户，为了让老年人吃得舒服、吃得

健康，金桥镇在“四史”学习教育中从

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入手，在全区率先吸引区域内

社会力量参与老年人助餐服务，结合

金桥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信息化科技

手段，打造金桥镇老年人引以为傲的

“助餐一卡通”，通过“老年人自付一

点、企业让利一点、政府补贴一点”的

“三个一点”老年人助餐服务新模式，

既盘活了社会餐饮企业富裕的服务

接待能力，也丰富了老年人“舌尖上

的就餐选择”。目前，金桥镇“助餐一

卡通”已完成 4256名老年人的申办

工作，全年将完成近 20万客的助餐

服务。

本报讯（记者 张敏）昨天，浦东新区政协召开社情民意

工作会议，就 2018年-2019年工作进行总结，并对 2020年工

作进行部署。区政协主席姬兆亮，市政协办公厅一级巡视

员、办公厅副主任杨峥，区政协副主席王正泉参加会议。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作为人民政协的一项经常性基

础性工作，是人民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有效形式、

凝 聚 共 识 的 有 力 抓 手 、转 化 履 职 成 果 的 重 要 载 体 。

2018-2019年，浦东新区政协社情民意工作围绕国家和地方

的大政方针，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撰写信

息，分送全国、市和区三个层面，为领导决策提供了参考意

见，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有效解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18-2019年，区政协共收到来稿 2560篇，其中报送全

国政协563篇，全国政协采用105篇，在全国政协办公厅24家
信息联系点中得分排名第一。今年疫情发生以来，委员们围

绕新冠肺炎防控等内容，积极撰写社情民意信息，1-6月共收

到信息1300篇，其中有关疫情信息超过1000篇。目前，区政

协社情民意排名在全国和全市层面“双第一”。

民盟浦东区委会上分享了探索创新参政议政工作机制，

例如创新设立决策咨询专门委员会、发挥“传帮带”优良传

统、建立新盟员培养机制等。会上，区政协委员也进行了交

流发言。缪雄冠委员认为，最好的时代、最好的平台、最好的

环境在浦东汇聚，给了社情民意工作蒸蒸日上的良好局面。

姬兆亮提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做好社情民意

工作的责任担当；要坚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社情民意工作

的阶段特征；要发挥组织优势，努力提升社情民意工作的质

量水平；强化工作保障，着力增强社情民意工作整体合力。

细化参观须知
在守则上砌好“防火墙”

随着暑期的来临、疫情的缓解，

大人、孩子参观博物馆，成为时下热

门的文化休闲选择。而屡屡触及限

流红线的馆内观众数量，也对展品安

全造成了隐忧。记者近日专访了浦

东的多位博物馆负责人，他们普遍认

为：比起技防、人防，严防“熊孩子”

“熊家长”，不如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培养观众对文化的敬意，让观展时刻

与文明同行。

“对上海玻璃博物馆的意外，我

感到很惋惜。事实上，西方一些顶尖

的博物馆、美术馆，展陈油画、雕塑等

作品时，也都是‘裸露’状态的。”金刚

博物馆副馆长郭宁认为，将艺术品

“裸露”陈设，其实是最人性化的展出

形式。因为在艺术品上加了一层保

护罩，不仅是对观众表达了不信任，

还易反射、折射光线，遮蔽了作品的

本来面貌，也对观众的艺术感知增加

上了一层隔阂。

金刚博物馆坐落于宣桥地区，建

筑面积达2万平方米，这也是沪上体

量最大的非国有博物馆。博物馆的

4万余件藏品，分布在10个专题展馆

内，分别为古代石雕馆、海上画派馆、

油画馆、雕塑馆、翡翠馆、精品翡翠

馆、近现代大师馆、文房古玩馆、玻璃

艺术馆，以及临展馆。郭宁透露，半

数专题展馆中的展品是开放陈设的，

这是因为展品体积较大，加上保护

罩，在技术上很难实现。在技防困难

的情况下，博物馆就在开放式的展馆

内加强了人防，安排更多工作人员进

行巡视和看护。

在陆家嘴金融城，还有一座坐落

于百年老宅的博物馆——上海吴昌

硕纪念馆。“我馆开放 26年来，从未

在文物、展品安全上出现过纰漏，保持

着零危险、零事故。”上海吴昌硕纪念

馆执行馆长吴越坦言，这一路走来，着

实不易。在这座小而美的博物馆内，

除了一些固定展陈有保护罩外，其余4
个展厅都是临展厅。展品需要不定期

更替，因此只能用绳子划出一米线，而

不便加装保护罩。与金刚博物馆相

仿，馆方寄希望于加强人防。

鉴于馆内展品大部分是书画，上

海吴昌硕纪念馆在参观须知中，做出

了既细致、又具针对性的规定：观众

走进馆内，就不能掏出有色饮料以及

钢笔，必须收好，或在门口寄放。原

来，许多老人临摹写生时，喜欢使用

钢笔，遇到不出墨的情况，就习惯把

笔尖甩上几下，这时就极易把墨水溅

到书画上，有时自己也毫无知觉。吴

越表示：“为了避免书画被染上污垢，

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我们必须先砌

好‘防火墙’。”

加强教育引导
让文明成为时代底色

暑期到，“熊孩”现。这既为文化

场馆增加了人气，也成为不少场馆负

责人谈之色变的头疼事。“比起中小

学生，我们更担心的是家长带着一起

参观的小朋友。”郭宁介绍，如果是老

师等监护人带队前来的中小学生，便

于统一讲解参观须知，秩序上也易于

维护。真正“防不胜防”的是家长陪

伴下5至10岁的小朋友。

“逛游乐园时，小朋友处于一个

兴奋的状态中，被鼓励尽情游玩。但

进入到博物馆等类似场合，往往不能

得到正确的约束，这在某种意义上，

折射出大家对于社会公共规范的忽

视。”郭宁认为，博物馆增加更多安全

警示的同时，无论是家长、老师，还是

社会各界，都有责任加强行为守则、

社会礼节的教育引导。

如何才能提升观众的行为素

养？上海吴昌硕纪念馆选择先给安

保人员以及数量更加庞大的志愿者

群体上课。吴越表示，志愿者上岗

前，馆方会先把不文明的行为，具体

表现形式，造成的后果讲清楚，“有些

行为和后果，是志愿者没见过的，或

是根本想不到的。志愿者养成文明

观展的意识后，不仅会以身作则，也

能引导他人。”吴越还认为，博物馆必

须在法律层面上，明确各方的权责：

“如果是未成年人造成的，那么监护

人要担责。”

“博物馆对于藏品的保护，不是

加个玻璃罩子就能解决的，而是应当

通过宣传讲解，让他们认识到藏品的

文化价值。”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

学系博士、上海震旦博物馆副馆长寻

婧元认为。据悉，在这座位于黄浦江

畔的非国有博物馆内，经环境评估，将

6层的佛教造像展区作开放式陈列。

而在上海玻璃博物馆的事件发生后，

馆内第一时间通报了这个新闻，反思

了场馆维护是否到位，对观众的宣传

教育是否充分。寻婧元表示：“加强防

护是治标，加强引导才是治本。”

通过文教结合，将“熊孩子”培育

成守规范、爱文物的合格小观众，震

旦博物馆早有探索。该馆曾连续 7
年，面向小学生开展“超萌导览员”培

训。“每次讲解前，‘超萌讲解员’都会

把规范复述一遍。参观佛教造像时，

有些小朋友甚至会让观众站在某一

块地砖后。”在寻婧元看来，当文明之

花根植于孩子心中，将感染到更多

人，也能潜移默化，让公共文明成为

时代的底色。

近日，上海玻璃博

物馆一件估价约 45万

元的艺术品 《玻璃城

堡》，因两位小观众翻

越展区围栏，并在追逐

玩闹的过程中撞到展

柜，导致城堡塔尖倒

塌、破碎，其余部件也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错

位、破损，成为大众热

议的话题。

■本报记者 曹之光

用好各类平台 创新学习形式
浦东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大众、学出成效

上海玻璃博物馆展品损坏引热议

与其严防死守 不如以文化人

大连党政代表团
到访浦东

新区政协召开
社情民意工作会议

以优质优惠打响浦东品牌

为特色农产品代言
新区领导直播带货

近日在震旦博物馆，一位家长带着小孩在参观展品。 □本报记者 郑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