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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符佳

骊歌渐渐淡去，毕业典礼已然落

幕，疫情下的就业季，7月依然是2020
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冲刺月”。送岗

位、送人才、送政策，上海正精细化打

通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的“最

后一公里”。

不少浦东高校的毕业班辅导员也

陆续收到毕业生的好消息：一心应征

入伍的海大小伙，一路过关斩将，已顺

利通过体检，距实现“军旅梦想”更近

一步；连拿 5次一等奖学金的立信学

霸，即将奔赴云南成为一名光荣的西

部计划志愿者……“志在四方”的毕业

生，用自己的行动重新定义“好工作”。

学霸当过兵
志愿赴西部

5次校一等奖学金获得者、上海

市优秀毕业生、中共预备党员，还当过

两年义务兵……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

院2020届毕业生赵重，有着大多数同

龄人没有的经历，也有着超越年龄的

沉稳内敛。即将结束大学生活之际，

他并没有忙于找工作，而是听从内心，

作出了一个坚定的选择：报名参加大

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

大学入学前，赵重在北京服了两

年义务兵役。部队的经历让他蜕变成

为一个果敢坚毅的男子汉。退伍后，

他来到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就读。

在校三年，他连续 5学期拿下校一等

奖学金，是同学眼中不折不扣的学霸。

去年 7月，赵重作为观众参加了

西部计划志愿者的出征仪式，在心底

悄悄埋下了去西部服务的种子。今年

看到学校发布的西部计划志愿招募通

知，他第一时间仔细阅读，并毫不犹豫

地报了名。经过校级、市级层层面试

选拔和体检，赵重如愿以偿，成功被西

部计划录取，本月底就将奔赴云南省

德钦县奔子栏镇叶日村，从事医疗卫

生相关工作。

“我生长在江苏、当兵在北京、读大

学在上海，这些都是比较发达的地区。

祖国疆域辽阔，需要建设的地方还有很

多，我相信扎根西部、服务基层，可以实

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赵重说。

风浪里摔打
励志从军行

这个 7月，对于上海海事大学商

船学院2020届毕业生张梦辉来说，意

味着告别与希望。不久前，他收到了

征兵体检已通过的好消息，如政审顺

利，9月他就将披上戎装，如愿成为一

名光荣的义务兵。

张梦辉的军旅梦想，和他大学四

年就读的商船学院紧密相关。商船学

院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培养了他很强

的组织纪律性；他就读的航海技术专

业则必须完成上船出海实习，两个月

在大海的风浪里摔打，让他对自己有

了更清醒的认识：应变能力和观察力

尚不足，还需更多的历练。

大一时，身体还比较瘦弱的张梦

辉参加了学生社团“军魂团”，在一群

退伍老兵学长的带领下，每天 6点起

床奔赴操场，一小时的体能训练雷打

不动。“一开始我总是跑在队伍最后，

但我不甘心。”张梦辉就自己“加餐”

夜跑，渐渐赶上了队友。大二时他进

入了“受虐指数”最高的摔擒队，在泥

水里摸爬滚打成了家常便饭。

大二暑假，张梦辉被学校推荐为

上海市中小学生军训的教官。带着一

群十几岁的孩子生活训练，这个刚过

20岁的小伙一下子长大了。打雷的

夏夜，半夜12点他强忍着睡意守在学

生宿舍里，安抚第一次离家的学生。

“做教官，我感受到了孩子们对军人的

崇拜，自己对做一名军人越来越向

往。”张梦辉说。

大三下半学期，张梦辉就开始为

求职作打算，也曾在一家教育公司实

习得不错，但年初公司业务开始受到

疫情影响。就在他重新考虑毕业方向

的时候，看到了辅导员张盼龙老师和

陈教官发布的学校征兵宣传：“好男

儿，正青春；俊红颜，恰英气；参军报

国，无上光荣！”

“疫情暴发，是部队的白衣战士最

先出征武汉！”张梦辉说，征兵海报再

度唤醒了他从戎的热情。在获得家人

的支持后，他立即联系辅导员了解相

关政策，并决定参军入伍。他期待，能

够早日穿上军装，和父亲年轻时一样，

在部队的大熔炉里锤炼坚毅的品质，

为未来的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记者 张敏）昨日，一场“对话资本”主题论

坛在陆家嘴新金融产业园举行，金融、科技、专业咨询等

人士围绕“疫情下各方如何支持创投企业的发展，助力

国家繁荣”这一主题进行交流。区政协主席姬兆亮参加

论坛并讲话。

如何优化企业融资支持，拓宽中小企业尤其是创新

型企业的融资渠道？如何协助高成长型企业与政府、投

资机构、媒体等开展对接，搭建创新企业项目与投资方

之间“零距离”沟通交流平台，形成“政府+产业+资本+
媒体”的网络布局？论坛就这些话题展开了充分交流。

上海棣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东国伟的发言

主题为“物联科技引领城市发展”。他认为，物联网是整

个智慧城市的运行载体，通过远程传感技术和图像人工

智能识别技术，将城市各个角落的数据通过云平台实时

展现到大家眼前。东国伟表示，浦东率先开发了“城市

大脑”管理系统，高效感知并解决群众需求和城市管理

问题，这些都为物联科技的应用和发展打开了更广阔的

空间。

上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陈峰介绍，这次疫情期间，

不少中小企业有融资需求，并且需要在风险防范上得到

法律支持。上海律师协会创新服务模式，主动为企业与

律师之间牵线搭桥，让律师进入企业，指导企业依法合

规经营，服务企业风险防范化解，助力企业稳产稳工稳

岗，最终实现企业和律师发展的双赢。

姬兆亮表示，浦东新区政协持续关注区域经济和企

业发展，要牢牢把握浦东打造“开放旗帜、强国窗口、功

能高地、治理样板”的新定位，充分发挥政协智力密集、

联系广泛的优势，广泛凝聚社会各界的智慧力量，针对

更好落实纾困惠企政策，更好创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

方式，搭建投资者与创业者沟通交流、形成共识、获得共

赢的平台，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助

力企业创新创业，助推浦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昨天，

2020陆家嘴金融城金融科技创新大赛启动，将联合国内

外多家金融科技领域专业机构、金融机构、科创企业，为

陆家嘴地区的从业者和创业者带来一场全新的金融科

技创新盛宴，也进一步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贡献力量。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副书记、陆家嘴金融贸

易区总工会主席朱德兵介绍，今年的科创大赛将有两个

方面创新，一是将更聚焦金融科技在金融服务、交通出

行、民生医疗领域的最佳体验、最真实感受；二是将围绕

陆家嘴金融城和张江科学城双城联动，推动金融、科技、

实体企业更好融合、有效对接。

据了解，本次大赛针对向银行、券商、期货公司、保

险公司、基金公司、监管机构提供服务的金融科技企业，

区块链技术企业，金融信息服务企业，其它科创类企业，

接受金融科创产品类、品牌类及金融科创团队类报名；

针对金融机构的科技产品创新案例、金融科技企业在金

融机构应用场景中的产品创新案例，接受金融科创案例

类报名。最终将决出科技创新奖、创意设计奖、商业价

值奖、最具人气奖、创新团队奖以及最佳抗疫先锋特别

奖项。

本报讯（记者 黄静）7月23日至

8月6日，区总工会联合区文体旅游局

开展“学四史，映初心，浦东职工云上

看浦东”活动，通过VR景区体验、红色

感怀、红色映象、脑力比拼等环节，使

广大职工亲身感受浦东开发开放成果

和城市建设成果，激发建功新时代的

主力军意识，为浦东建设再创功绩。

此次活动精心设置了VR景区体

验、红色感怀、红色映象、脑力比拼等

环节。职工只需通过“浦东工会通”

微信公众号，点击“缤纷活动”进入

“云上看浦东”即可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VR景区体验板

块设置了“浦东红色路线”和“浦东开

发开放路线”两条线路，把浦东开发

陈列馆、陆家嘴金融城、张江科学城

展厅、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迪士尼小

镇、望江驿等体现浦东开发开放的旅

游资源以及张闻天故居、傅雷故居、

民生码头筒仓、高桥烈士陵园、红色

泥城主题教育馆等浦东红色路线结

合起来，以VR场景再现的形式，让参

与者进行实景体验。

此外，参与者在VR实景体验时，

根据景点情况可进行献花、宣读入党

誓词等线上活动，来表达所思所想所

为，同时也可以用文字或图片，把自己

所掌握的景点的历史原样、历史故事、

大事记、建设经过等信息在相应的景

点里面表达出来，帮助其他参与者更

好地了解掌握该景点的详细情况。

昨天下午，位于浦东大道141号的浦东开发陈列馆来了一群特殊的讲解员——10名来自区委办特训七营的青年
党员干部，他们利用半天时间化身志愿讲解员，向来参观的观众讲述浦东开发开放之初的故事。

为了当好志愿讲解员，特训营的成员先是实地参观陈列馆，观摩专业讲解员的讲解，随后利用业余时间，每天在
特训营微信群里分享2-3个浦东开发开放的小故事，每周在区委办工作群里分享“四史”小故事，半个多月的时间里
形成了近万字的备课素材，最终才站上了志愿讲解员的岗位。

来自区委党史办的青年党员谢晓烨主动承担了大量材料准备工作。她说，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趁着这
次备课的机会，自己有机会系统全面地整理了一些30年历史中的小故事，在和大家分享交流的过程中也加深了对改
革开放史的理解，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向更多人讲好浦东开发开放的故事。

大家表示，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浦东的青年党员干部对学习“四史”有着更加深刻的情感认同、更加强烈的
政治自觉。来自区委研究室的吴昊说，希望通过重温浦东历史、讲好浦东故事，传承和发扬好浦东开发开放之初的那
股子精气神，在800壮士的创业传奇中汲取力量和智慧，接过建设浦东、发展浦东的接力棒，为这片承载着光荣与梦
想的热土做出青年人应有的贡献。

图为一名志愿讲解员在向观众讲述浦东开发开放的故事。 □本报记者 刘思弘 摄影报道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昨天 12
时41分，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天问一号”成功升空，向

着火星出发。而在2000多公里外的浦江之畔的望江驿7
号驿站里，一场名为“见证‘火星’探险之旅”的主题科普

活动正在此举行。

在这座由钢结构和花旗松木搭建而成的小木屋里，

约20名小朋友分坐在4张书桌旁，跟随全国航天科学普

及首席科学传播专家通过直播“云游”文昌航天发射基

地。航天员在天上吃什么？火箭是如何从测试厂房到

达发射位的？中国还有哪些发射基地？这些让小朋友

脑中的大量疑问随着“专家爷爷”的生动解释统统得到

了解答。动手自制小火箭、画出你的火星朋友等环节，

则让小朋友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一齐迸发。

韩延龙是这次活动的科普员，平时主要为团队讲解

的他，专门用小朋友感兴趣的方式准备了15分钟航天科

普内容。

记者从活动执行方凡智教育了解到，未来这样的活

动计划每月安排一次，会邀请各领域专家来给孩子们讲

解科学知识。

本报讯 （记者 曹之光）2020 上

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将于 8
月 12 日-18 日在上海展览中心如期

举办。昨天下午，2020上海书展举行

首场新闻发布会。会上透露，本届书

展所有票证将首度采取实名预约制，

做到可查询、可追踪，做好观众信息

动态监测。观展读者需出示身份证

和绿色健康码、检测体温、佩戴口罩

入场。

记者获悉，今年主会场仍设在上

海展览中心，展场面积首次扩展到2.6
万平方米，比往届增加10.8%。

今年是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

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十

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上海浦东开发

开放 30周年。在东一馆入口处设立

主题图书展销馆，有“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著作及论述图书展”“深入学习‘四

史’坚守初心使命——学习‘四史’主

题教育图书展”等，同时集中展销全面

打赢脱贫攻坚战、建成小康社会，“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和中

国“抗疫”事迹经验等主题图书。序馆

长廊特设“上海出版‘走出去’成果

展”，展示近年来上海出版界实施“走

出去”战略、打造精品出版项目的成

果；特设“抗疫防疫主题图书展”，集中

展示一批记录中国“战疫”历程和事

迹、总结中国经验的新作力作。重点

阅读活动中，“书香中国”阅读论坛将

以“疫情下的中国坚守”为主题，拟邀

请闻玉梅、张文宏、吴凡以及查琼芳、

刘凯等嘉宾出席。

适应疫情防控的新需求，本届书

展将依照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相关要

求，制定严密的防控措施。如专设卫

生组统筹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工作；

调控现场参观人流，降低人员密度；每

日分数个时段进场离场，时段之间留

出必要时间用于人员清场及场馆防疫

消杀；所有票证采取实名预约制，做到

可查询、可追踪，做好观众信息动态监

测；缩小现场图书展存空间，加大读者

活动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以

“上海书展”品牌为核心的阅读文化产

业，积极拥抱在线新经济，突破传统文

化圈层，联合网络文化平台和社群、电

商平台，积极探索在线阅读、在线荐

书、直播带货、出圈引流等线上模式，

实战效果超出预期，传统出版成功“出

圈”。在此基础上，本届书展将大力推

动出版文化与新经济产业融合，打通

壁垒，整合上下游、业内外资源，努力

构建“大出版产业”格局。

“就业冲刺月”浦东高校频传好消息

志在四方！他们的毕业选择终身难忘

特殊的讲解员 讲述浦东开发故事

浦东职工
“云”上看浦东

聚焦“安全”与“出彩”

2020上海书展将首度采取实名预约制售票

“对话资本”主题论坛
助力创投企业发展

2020陆家嘴金融城
金融科创大赛启动

在望江驿，
见证“天问一号”升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