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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陆家嘴、
川沙古镇分别获评 4A、3A 级景区

浦东现有 28 家国家 A 级景区
本报讯 （记者 曹之光）上海市旅游资
源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近日发布公告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旅游景区
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与《旅游景区质量
等级管理办法》，全市 14 家景区最新被评
定为国家 4A、3A 级景区。其中，浦东的上
海小陆家嘴风景区被评为 4A 级景区，川沙
古镇被评为 3A 级景区。
上海小陆家嘴风景区身处陆家嘴核心
地段，以观光旅游、商业休闲、文化休闲等
多功能于一体的主客共享的城市中心公共

休闲空间为特色，范围内主要涵盖滨江大
道南段 1.4 公里、滨江公园、陆家嘴中心绿
地等主要区域。小陆家嘴风景区坐拥着现
代高楼群的城市形象，江边是老码头遗址，
远处是外滩历史建筑，新和老、历史和未来
在此处交汇。漫步于小陆家嘴的滨江大道
上，有立新船厂特意留下的万吨级远洋船
舶的巨大铁锚，纪念创业的艰辛和所有为
今天美好环境作出贡献人们的“抚今思
昔”，百岁贺新、欢乐广场、三泉嬉珠、听涛
观景、曲涧通江等经典地标景点散落其

间。在滨江区域，漫步、跑步、骑行三条慢
行道随岸线蜿蜒，串联了沿江重点区域和
重要节点。
川 沙 古 镇 历 史 悠 久 ，它 拥 有 1300 年
成陆史、460 多年筑城史、200 年建县史、
100 年革命史、60 年发展史。川沙古镇至
今仍保留着方形城池、护城河环绕的完整
格局，素有“堡城”之称。川沙是上海乃至
全国著名的“营造之乡”，曾有“一把泥刀
走天下”的美誉，陶桂松故居、以德堂、以
道堂、丁家花园等，呈现了中西合璧风格

特色。川沙还养育了众多的伟人名宿，如
宋庆龄、黄炎培、林钧、音乐家黄自、文学
家胡适、营造家杨斯盛、收藏家沈树镛等，
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川 沙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众 多 ，共 有 11 项 。
其中，川沙沪剧、江南丝竹、浦东说书被列
为国家级非遗项目。
除了全市新增 14 座国家 A 级景区外，
为迎接第三届进博会，9 月还有 3 座 A 级景
区因未通过复核，而被取消资质，其中就包
括位于浦东的上海多利农庄生态园。这体

现出国家 A 级景区对照标准严格评估，有升
有降，有进有退，不合格的一律摘牌。
截至目前，上海已有 127 家国家 A 级
景区，其中国家 5A 级景区 3 家、国家 4A 级
景区 66 家、国家 3A 级景区 58 家。其中，浦
东拥有东方明珠、上海野生动物园、上海科
技馆全部 3 家 5A 级景区，上海海昌海洋公
园、上海之巅观光厅、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等 12 家 4A 级景区，宝库匠心馆、新场古
镇、周浦花海等 13 家 3A 级景区，凭借 28 家
的总数位居全市第一。

2020 年上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演成绩揭晓

浦东 16 个作品获奖 并列全市第一
本报讯 （记者 曹之光）作为上海群文
领域一年一度的最高级别赛事，2020 年上
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演活动于近日揭
晓最终成绩单。其中，浦东有 3 个作品获
“优秀群文新作”，13 个作品获“群文新作”，
总数并列全市第一。此外，浦东新区文化体
育和旅游局获“优秀组织单位”称号。
在本次展评展演中，全市各区文旅局
和有关系统、单位报送了戏剧、曲艺、音
乐、舞蹈、抗疫主题五个类别的 177 个参
赛作品。经评委会和观察团共同评审，有
37 个作品获“优秀群文新作”；80 个作品

获“群文新作”；浦东新区共选送了 19 个
作品参赛，最终入选率达到 84%。
浦东的群文创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3 个获“优秀新人新作”的浦东作品，全
都因挖掘出了身边人、身边事，让观众感
到分外亲切。舞蹈《啡尝上海》就用三杯
不同的咖啡，串起上海白领忙碌而又精彩
的一天，评委们一致认为这个舞蹈“非常
上海”。女声小组唱《水乡春秋》，就以诗
意的歌声表达出岁月在春与秋的转换中
丰盈心灵，人们对家乡的爱和对美好生活
的憧憬与向往，如粉色桃花一般，在追梦

人的心间常开常美。浦东宣卷《心愿》讲
述了家门口的志愿者帮助居民完成微心
愿，
让社区更和谐的故事。
浦东入选“群文新作”的 13 个作品同
样各具特色。其中，群舞《分类大作战》以
叙事加拟人化的手法，演绎出“垃圾们”的
一次分类变革。民乐室内乐《吴音·京韵》
展现出评弹、京剧这两种世界级非遗项目
碰撞出的传统音乐魅力。戏剧小品《静中
相对更多情》、锣鼓书《此生不悔入华夏》
为抗疫主题作品，也让群文创作更具时代
性与人民性。

国际古典影像作品展亮相

上海建桥学院启用百余亩劳动基地

新生必修
“种田”课
本报讯 （首席记者 符佳）撸起袖管
弯下腰，跟着“农民伯伯老师”学习种植油
菜、采摘大豆、播种蚕豆……11 月 7 日，上
海建桥学院 100 余亩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正式启用，百余名大一新生“下田劳作”，
感受播种与收获的喜悦。当日，该校正式
开启《劳动教育》课程，并以这种特别的方
式庆祝建校 20 周年。
《劳动教育》必修课是上海建桥学院
于 2020 学年面向大一新生开设的素质拓
展必修课程，2 个学分共计 32 课时。这块
新启用的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正是
《劳动教育》必修课的农业生产实践平台，
学生可在此参与农作物播种、养护、采收
等生产过程，
学习劳动工具的使用方法。
“劳动不是走走过场、摆摆 POSE，我
们要让大学生真正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以生产劳动来磨练意志、锤炼品格。”上海
建桥学院校长朱瑞庭认为，现在很多大学
生“不知稼穑之难”，只有亲身参与了生产
劳动，在田地里流下辛勤的汗水，他们才
能真正感受到“一粥一饭来之不易”
“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从而培养劳动感情，养成
劳动习惯，珍惜劳动成果，热爱劳动人民。
上海建桥学院的劳动必修课，不仅仅
是给学生体验劳动的平台，课程设立的五
大模块包括课程入门、文明修身、理论知
识专题讲座、农业生产劳动实践和总结考

农活合格方毕业

在这个人人都能用手机、数码相机拍摄照片，胶片早已退出大众生活的时代，
依然有一群艺术家“固执”地坚守银盐、蓝晒、金印等古典影像工艺，记录生活、表达
思想。11 月 7 日，
“生命的形态——2020 国际古典影像作品展”在上海相机摄影博物
馆开幕，展出了 12 位世界各国艺术家的 60 件影像作品，其中部分作品就是艺术家在暗
房里直接对感光材料手工处理“画”出来的。观众可以通过 60 件影像作品，感受到古
典影像与众不同的质感、纹理、色彩和影调。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摄影报道

打造“书香小镇”

高行连续十四年举办读书节

学生们在劳动教育实践基地采摘大豆。
核，嵌入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劳模
精神、工匠精神和职业素养教育。其中，
农业生产劳动实践模块达 16 课时。在开
设《劳动教育》课前，该校已连续 10 年，先
后有 5 万余名学生修读以清洁校园、生活
环境为主要内容的《文明修身》课程。
据介绍，上海建桥学院还设立《劳动
教育》课程教研室，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
劳动教育师资队伍，聘请浦东新区农业技

□奚丽君 摄
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赵杰为特聘教授，
并采用青年学子喜爱的设计风格制作了
《劳动教育手册》，将劳动内容、要求和考
核具体化。朱瑞庭校长表示：
“ 开设劳动
教育课程，开辟劳动教育基地，目的在于
加快构建和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
教育体系，补上劳动教育相对薄弱的短
板，真正把劳动教育提升到‘五育并举’的
新高度。”

本报讯 （记者 章磊）11 月 8 日，高行
镇第十四届读书节主题活动在森兰商都
举行，精彩的演出和丰富的互动，为市民
送上了一场家门口的文化盛会。 连续
举办了十四年的读书节，让高行镇真正
成为了一个
“爱阅之城”
。
当天的活动以“三十载浦东潮涌，看
今朝书香高行”为主题，结合了浦东开发
开放 30 周年纪念和读书节、
以及高行镇第
二届市民书画展等多个元素。开场表演
上，孩子们身穿传统服装、手捧诗书，与
“网红”
舞者配合表演了《舞动诗韵》，
落落
大方的表演赢得台下阵阵掌声。随后，
时
装表演《书香满中华》、读书分享《浦东史
诗》选段、舞台剧《未来从书中走来》……
一个个与阅读、书香有关的节目逐一亮
相，
让现场氛围愈发浓郁。
台上有精彩纷呈的表演，台下则有
丰富多样的互动。
“ 读”家记忆书籍推荐

活动、民俗文化展示、传统书画体验等，
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
2007 年，高行镇读书协会成立，同年
举办了镇首届读书节活动，由此开始了
“书香小镇”的打造过程。14 年来，读书
活动的开展已从一开始为了满足“物质
温饱”后“离地农民”的精神需要，转变为
营造和谐社会的自觉行动。高航镇每年
都在资金、场所、制度等方面提供保障，
近年来相继创办了“阅行家·荟书房”
“亲
子悦读馆”等城市书坊，今年还建成了绿
城阅心童书坊、绿地书屋等社区书坊，为
社区居民持续推送内容丰富、形式新颖
的
“家门口”阅读服务。
高行镇相关领导表示，将以打造“书
香高行”
为总目标，
将选择文化产品的
“遥
控器”和“菜单”交给居民，将文化“配餐
车”
开到家门口，
为居民提供内容更丰富、
服务更精准、
参与更便捷的文化产品。

孝心滋润四世同堂
——记
“美丽庭院”五星户秦炳祥家庭
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为何能一直环绕着欢
笑，为他人所羡慕？航头镇航东村“美丽庭院”五星
户秦炳祥一家可谓是标准答案。秉持“家和万事
兴，百善孝为先”的家训，一家人用热情拥抱生活，
用积极的态度勇往直前。
在秦家人看来，家庭和睦是最重要的基础，而
孝顺长辈则是其中的关键。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
中，秦炳祥的父母年近 80 岁，退休在家，一旦他们
身体有啥不舒服，总有小辈能第一时间赶到，陪他
们去就医。
“老人年纪大了，身体问题看起来再小，也不能
当成小事处理，只要他们哪里不舒服，我和 3 个姐
妹可以说是一呼即到，陪他们去医院就医，如果要
住院，大家也会轮流陪伴、日夜守护。”秦炳祥说。

而在每年暑假期间，身为教师的女儿女婿，也
老秦一家在村里也是热心人，有着很好的人
总会抽出几天时间，带着长辈来一趟短途旅游。这
缘。邻居家有快递无人签收时，一个电话打给秦炳
几年来，一家人的足迹遍布上海周边的风景区，安
祥，他总会热心地帮忙收下，待到邻居回家时前来
吉、苏州、长兴……大家一路上看看风景，聊聊家
领取；邻居家的孩子在学习上有困难，女儿女婿也
常，
感受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
能发挥自己教师的专长，
义务为他们进行辅导。
“这个小院子里，总是充满了一大家子的欢笑
同时，这也是一个先进的党员家庭。女儿女婿
声，就是因为小辈们的孝顺，老人心情一直很开心， 在工作中兢兢业业，认真关爱、教导每一个学生，严
身体也健康，儿孙们对长辈、对我们邻居都是礼貌
格要求自己的言行举止，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
懂事，大家互相帮助，从不计较生活上的琐事。”邻 “优秀教师”。
居说。
“人生活在世间，不能离开社会，所以我觉得一
而相对的是，虽然秦炳祥的父母年纪大了，但
个家庭的和睦不光是对自己家人要关心爱护，也要
许多生活日常，他们还是亲力亲为。比如在小辈工
和邻里和睦共处、互相帮助。”秦炳祥说。
“‘家和万
事兴’是我们家的家训，
‘ 百善孝为先’是我们家人
作繁忙的时候，二老总会不辞辛苦地帮着干些家
遵循的守则，全家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在以
务、照顾小曾孙，
一起打理好这个家。

实际行动践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创建和谐
社会，
美丽家园而努力。
□本报记者 赵天予

美丽庭院
巾帼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