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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天从市民政局、市双

拥办获悉，申城正进一步加强拥

军优属工作，大力开展“关爱功

臣”活动，服务支持部队改革建

设，营造崇尚英雄、尊崇军人的

良好社会氛围， 全市已建成近

200个“双拥（优抚）之家”，年内

将建成300个，覆盖各街镇。

黄浦江畔，爱洒军营、情暖

兵心。

组织开展常态化
多形式双拥活动

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光荣

传统的上海， 也是一座英雄的城

市。英雄的城市不忘英雄。

近年来，上海扎实开展各项活

动，努力营造“崇尚军人、一人参

军、全家光荣，让军人成为全社会

尊崇的职业”社会氛围。

今年元旦春节期间，全市双

拥系统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慰问

烈士遗属、 因公牺牲军人遗属、

病故军人遗属、残疾军人、现役

军人家庭，并为4.5万余户家庭每

家每户都张贴了“光荣人家”，送

上党和政府的关怀，让部队官兵

和优抚对象在上海感受到更多

荣誉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上海还一如既往、持续组织

开展常态化多种形式的双拥活

动。春节期间，市领导分别带队

前往驻沪部队， 向部队广大官

兵、离退休老同志及家属们致以

问候， 还送去精彩的文艺节目。

向驻沪部队伤病员和驻海岛部

队指战员赠送春节慰问品，向驻

沪部队赠送节日伙食补贴，表达

上海人民对子弟兵的深情厚意。

各区主要领导深入驻地部队走

访慰问，将节日祝福送到部队军

营，有的区还召开了党政军迎春

座谈会、团拜会、联谊会等。

与此同时，上海不断完善优

抚政策法规，着力破解双拥优抚

工作难点问题，切实维护优抚对

象合法权益， 让子弟兵倍感温

暖。 茛 下转第五版

■

综
述

荩 均刊第二版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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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结束中东非洲之行回到北京
新华社北京 7 月 29 日电 7 月 29

日， 在结束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塞

内加尔共和国、 卢旺达共和国、 南非

共和国国事访问， 出席在南非约翰内

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

晤， 过境毛里求斯共和国并进行友好

访问后， 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到北京。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

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杨洁篪，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

王毅， 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

机抵达。 茛 下转第三版

博物馆应该避免“千馆一面”
博物馆的气质源自当地文化基因，与其一味追求大而全，不如讲好自己的故事

去博物馆已成为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截至2017年底，全国平均每27万人拥有一

座博物馆， 登记注册的博物馆已达到5000多

家，是1949年的230多倍。

在日前由上海博物馆和上海科技馆联合

主办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有专家提出，博物

馆最忌“千馆一面”，因为博物馆的气质源自

当地文化基因， 不能一味追求大而全。 事实

上，各家博物馆因条件限制，也不是每一家都

能在“大而全”上做得完美的。

布展不能给人似曾相识之感

造访一座城，先去看它的博物馆，已经成为

不少旅客的第一选择。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

题是：博物馆建设能否满足广大群众的参观需

求。有专家提出，现在一些城市的博物馆，从布

展内容、形式，到解说词、文创产品等等都太相

似。“中国通史里的东西，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能

看到，在各省市的大博物馆里能看到，在地方

上的小博物馆里也能看到。”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关强说，“特别是古代文物收藏，我们的国有博

物馆传承已久，具备了很强的优势。”

如何在布展方面做出自己的特色， 国外

的博物馆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思路与实

践。 例如许多乡村博物馆利用自己的本土优

势，吸引着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英国坎伯兰

郡凯西克镇上就有一座铅笔博物馆， 收藏着

世界各地长长短短、或圆或扁的铅笔。原来，

这座小镇周边具有丰富的森林和矿物资源，

使得这里生产的铅笔世界闻名。

收藏的不仅是实物，更要有生活方式

博物馆收藏对象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发生

变化。1956年，国际博物馆协会规定的收藏对

象还只是那些具有文化价值、 艺术或历史性

较高， 以及具有科学和技术意义的藏品和标

本；到了2007年，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

物质遗产都被列入收藏范围。“可以说今天的

收藏对象正在从物质到非物质转变， 收藏的

不仅是实物，更有生活方式。”关强说。

近年来， 各地博物馆都加强了反映人们

生活方式的物品的收集。 比如陕西历史博物

馆用一年时间收集了票证、生产工具、生活工

具、交通器材、文具娱乐等类别1300多件。这

些具有时代特征的物件， 是反映陕西经济社

会发展变迁的物证。 生活方式不能笼统地以

装入玻璃柜的方式展示出来。 作家冯骥才考

察浙江绍兴的胡卜村时， 发现这座千年古村

有参天古树姿态如画， 更有当地的习俗、戏

曲、小吃构成特有的生活画卷，如果这座村庄

也能算作一座活的博物馆， 本村居民能回来

寻根问祖、四方游人能来一览风采，原汁原味

的千年古村不就保留下来了吗？ 冯骥才的思

考如今已变成现实，按照博物馆的最新定义，

这些活生生的反映人们生活状态的地方作为

露天博物馆将被保留下来。 这可成为当前振

兴乡村发展的一种有益尝试。

培养具有“说故事”能力的策展人

事实上， 许多民间收藏家的收藏题材非

常灵活。例如中医药、木石金雕、刺绣、钟表、

眼镜、 手机等具有时代印记的生活用品都有

人收藏，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是未来博物馆

特别是乡村博物馆的重要藏品。有藏品，有场

地，为何目前一些博物馆，特别是兴建在远离

市中心的博物馆仍然门庭冷落或处于 “三天

开门，两天闭馆”的状态？

上海科技馆馆长王小明表示， 当前的展

览已经不是把藏品分门别类摆出来那么简

单，博物馆要满足当前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常展常新，就要挖掘展品背后的内涵。

专家指出，博物馆在传承城市文脉、培养城

市创新精神和助推城市发展上已经起到了重要

作用。未来应该优化博物馆结构布局，把博物馆

资源引入乡村， 让博物馆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重

要作用。关强认为，推动我国策展人制度建立，

提升展览质量是发展乡村博物馆的当务之急。

———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东非洲五国纪实

书写携手共进、共同发展的华彩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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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湫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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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餐厅、机器人咖啡店、无人便利

店、快闪店……今年以来，这些新业态、

新模式在中心城区黄浦区层出不穷。面对

这些怀揣着梦想的新晋“网红”，黄浦区市

场监管局结合大走访、大调研，深入一线，

问需问计，顺应企业创新，主动创新研发

对策，迅速更新迭代市场准入门槛和有效

监管模式。“网红”纷纷入驻，也从一个侧

面展现出一片区域的活力和包容。

共享餐厅迅速获颁经营许可

前不久，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注册许可

科副科长林敏华在走访中获知，一家“共

享餐厅”在申请注册许可时遇上了难题。

因为，根据现有规制，根本就没有涉

及“共享餐厅”的经营许可。此外，根据餐

厅是否提供座位、是否提供预包装食品，

以及是否制作少量食品饮品等情况，所

涉及的经营许可也完全不同。

实地走访时，林敏华发现，这家开在

大商场的餐厅， 相当于一个 “外卖集纳

点 ”，提供就餐环境 ，顾客通过手机App

点单后，由服务人员“跑腿”至附近各餐

饮店铺购买餐食， 再用统一的餐盘送至

用餐点。整个流程中，重在管控运输及统

一餐盘的卫生保洁。 共享餐厅不涉及餐

食制作和处理，只制作少量饮品。

在市级监管部门大力支持下， 黄浦

区市场监管局对各环节安全进行反复论

证，以事前充分调研沟通取代事后规范，

在许可办理、场所条件、设备设施要求、

订餐App等方面加强指导， 最终这家共

享餐厅以饮品店的资格迅速获颁 “食品

经营许可证”，也作为上海首家“共享餐

厅”开业。

今年5月至6月 ， 全市首家Ratio机

器人主题咖啡店 ，以及首家 “X-24h智

慧便利店 ”分别在K11和轨交人民广场

站开业 。结合大调研 ，对于此类由智能

机械操控的咖啡店和便利店，黄浦区市

场监管局一方面在现行法规下大力支

持企业经营工艺和操作创新，积极给予

准入核准 ；另一方面也强调 ，要注重后

续相关监测数据的采集和监管，重点检

查设备设施的清洁消毒和维护保养情

况 ，保障食品安全 ，不为创新留下监管

“瑕疵”。

“唯快不破”，监管也不例外

去年以来持续推进的大走访、 大调

研中，黄浦区市场监管局发现，针对层出

不穷的商业新模式， 传统的许可及监管

遇上了诸多难题。

首先，准入许可难以归类。按照现行

的法律法规，很多商业新模式无法“按图

索骥” 套用现有的企业注册项目进行归

类。比如：“共享餐厅”只提供就餐场所和

取餐服务，不制作餐食，餐食由消费者通

过网络订购获得， 不能简单归类为食品

经营项目予以许可。

茛 下转第五版

上海“会展之源”迈向全球新品首发地
携手世界知名品牌打造全球时尚新高地

本报讯 （首席记者顾一琼） 伫立

在延安中路的上海展览中心， 建成于

1955年， 原名 “中苏友好大厦”， 是上

海的代表性建筑之一， 也是新中国成

立后上海建成最早的会展场所， 堪称

上海 “会展之源”。 上个月， 上海全力

打造 “全球新品首发地” 启动仪式在

此举行。 近日， 上海展览中心与扎根

静安区的全球知名品牌———路易威登

就协力打造上海全球时尚新高地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共同致力于维

护多边贸易规则和自由贸易体制的具

体实践， 于今年11月在上海举办 “飞

行、 航行、 旅行———路易威登” 展览，

为打造 “全球新品首发地” 迈出重要

一步。 展览现场将展出诸多来自路易

威登的全球新品和珍藏。

上海展览中心自建馆以来，留下了

许多国际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的印记。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继续发挥原有

功能基础上，作为上海第一家专业会展

场馆， 上海展览中心发挥自身优势，成

为上海与世界经济合作与交流的重要

窗口。上海的会展业也从这里起步。

此次上海展览中心与路易威登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 ， 得到了市商务委 、

市文广局等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有

力支持，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静安区

政府给予了全程具体指导。

据介绍， 这也是自今年6月上海启

动打造“全球新品首发地”以来，全市引

入的首个具有标志性的国际大型品牌

项目，对于打响“上海购物”品牌具有重

要意义。此次合作展览一方面有利于路

易威登展示其品牌历史的厚度、创新的

深度、品牌的力度，同时也有利于上海

展览中心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开创特

色明显、档次提升、精品集聚、效益提高

的经济发展新模式。

静安区表示，将积极对接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强化高端新品发布功

能， 积极推进时尚产业价值链中设计、

品牌、贸易、市场、零售、人才等各环节

的合力共赢，打造全球时尚新品发布平

台，为上海打造“全球新品首发地”和打

响“上海购物”品牌作出更大贡献。

上海展览中心周边高端商场、甲级写字楼和高级酒店林立，是各类全球时尚

新品发布、时尚前沿活动集聚的理想场所。 图/视觉中国

家国情怀的时代曲是荧屏刚需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首批电视剧推荐参考剧目透出创作的风向与真谛

在 “花开时节”“面向大海”，看

“那座城这家人”如何涵育了“我们的

40年”。“父老乡亲” 的故事会告诉我

们，“最美的青春”源于“初心”，如此，

从 “启航 ”至 “创业时代 ”到 “风再起

时”，一代代“奔腾岁月”终能汇聚成

“大江大河”。

日前，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

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电视剧推荐

参考剧目， 首批入围的30部作品已

播或待播， 注定是2018年荧屏主旋

律。 串联其中几部剧名， 当下电视

剧创作的风向与真谛不言自明———

以人们在改革开放大潮下创造美好

生活的故事， 来揭示中国坚持走改

革开放之路的历史必然； 以融于火

热时代的现实主义笔触， 来抒写中

国人孜孜不倦的进取、 苦尽甘来的

幸福———中国剧场追求永不落幕 ，

家国情怀的时代曲已成荧屏刚需。

踏准时代节拍 ， 为一
代代奋楫者鼓起劲风

不久前， 演员张译的一句话在

影视圈里刷屏。 与改革开放同龄的他

说： “银幕的背面不是电影， 而是时

代。” 同理， 电视荧屏的背面也是伟

大时代。 一些作品踩着时代节拍前

来， 为一代代砥砺前行的奋楫者鼓起

劲风。

英雄模范人物传记片 《初心 》

已在央视播出， 主人公是有着 “将

军农民” 之称的甘祖昌。 当年， 他

为了实现 “让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

的庄严承诺， 毅然请辞职务， 与妻

子龚全珍一同带着孩子回到江西老

家， 率领乡亲们艰苦奋斗， 终于改

变了家乡面貌。 《谷文昌》 也为真

实人物写传。 该剧由刘佩琦、 雷恪

生、 韩童生、 奚美娟等一众艺术家

出演， 讲述福建东山县老县委书记

谷文昌带领当地干部群众誓将荒山

变绿岛的感人故事。 有着真实故事

缩影的还有 《花开时节》 和 《最美

的青春》。 前者的主视角来自兰考县

一群年轻女工， 她们去往新疆开拓

人生的新篇章。 后者的镜头焦点也

在祖国大地， 艺术化再现塞罕坝上

的绿野奇迹。

茛 下转第五版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制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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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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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最可爱的人
解决实际困难

■ 退伍老兵顾维忠创办保安公司，

吸纳复转军人就业，实现人生价值

凝聚“老战友”

实现“光荣与价值”

■本报记者 何易

荩 《最美的青春》将镜头

聚焦祖国大地，艺术化再现塞

罕坝上的绿野奇迹。

茛 《飞行少年》通过航空

学校里青少年的成长，反映深化

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部分侧影。

荨 《阳光下

的法庭》展现

司法改革进

程中的坚定

信仰。

212 万 年 前 的
古人类活动遗址
是 如 何 发 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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