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旬岐山村“逆龄”回归最初芳华
洗手间要铺复古的马赛克地砖，雨水管要能被雨水打出好听的“滴滴答答”声……

经过近半年悉心修缮， 位于愚园路的

优秀历史建筑岐山村近日“逆龄”回归人们

的视线。 年轻人说： 从没发现老宅这么好

看；老人说：她只是回归了最初的芳华。

在岐山村，14栋优秀历史建筑外部与

楼内居住空间修缮同步进行———因此，这

里也成了全市首个同步完成内外部修缮的

成片风貌保护建筑。

砖红色的外立面在冬日暖阳下别有一

番韵味， 弄堂内居民阳台摆放的鲜花绿植

更悄悄传递出岁月静好。修旧如故，九旬岐

山村以最初的“素颜”示人，而更让人动心

的是，通过修缮，居民的居住品质得到了提

升。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完成了房屋改造升

级， 下一步还将进行包括架空线落地等在

内的相关配套设施的升级改造， 进一步优

化整体社区环境。

安静的弄堂让文人墨客流连忘返

北临长宁路， 东依江苏路， 南傍愚园

路， 占据着黄金位置的岐山村是市中心典

型的成片新式里弄建筑群。 建筑大多兴建

于1925年至1930年间，而其“岐山”之名正

来源于周武王的发祥之地。

这里环境幽静，受到当时文人墨客、商

贾官员们的喜爱。新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爱国人士杜重远、 电影演员祝希娟等名人

都曾是这里的住客。

如今，岐山村内还保留着钱学森故居。

据记载，1929年，当时18岁的钱学森报考上

海交通大学，正是在岐山村复习备考，此后

顺利踏上了赴美求学之路。 钱学森故居位

于岐山村111号，是一幢砖木混合结构联列

式花园住宅。由于后期维护得当，人们至今

还可以在这个向公众开放的名人故居里触

摸当年的海派生活细节。

留住历史中的那些迷人细节

时光静静流淌，留存着许多历史记忆，

也留下了历史的斑驳。

岐山村不例外地有着历史老建筑的通

病：房屋渗水、外立面脱落、承重结构不稳

等，成为了原住民烦心的日常。

此次修缮工程花了很多功夫在细节

上，以此留住老弄堂的旧时光。 比如，房子

的外立面形式多样，主要有清水墙、鹅卵石

墙、拉毛墙和鱼鳞墙四种，修缮的方式各不

相同。拿清水墙体来说，为了保护建筑物原

始墙体不受破坏， 工人选择对附着于真正

墙体之上的水泥块进行人工凿除， 用高压

水枪喷刷冲洗， 按照保护建筑的最高标准

进行修缮，每幢房屋的“卸妆”工程就要耗

费两周左右。等到墙体重现原本面目，再用

专门的砖粉材料“修旧如故”尽可能还原墙

体本来面貌。

此外，斑驳的墙面、陈旧的窗台、复古

的信箱， 这些见证了弄堂变迁历史的老物

件也被设计团队悉心保留。比如，为了让海

派韵味十足的木质百叶窗重现原貌， 木工

师傅们还亲自将百叶窗片一片片刨出来，之

后再遵循传统技法将其固定；上世纪30年代，

花园洋房里流行的洗手间地砖是马赛克花

纹，此次修缮中，设计团队沿袭了复古的马赛

克纹样， 白绿色相间的地面还原了历史中最

迷人的细节。

更在意提升生活质感

负责此次修缮项目的设计团队最在意的

还是岐山村的居民住得舒心与否。 砖木结构

的老房子，舒适度自然比不上商品房，但设计

团队自有“妙方”能让居民们的生活质感大幅

跃升。

白蚁是威胁木结构房屋安全的重要隐

患。此次修缮过程中，施工团队进驻现场后发

现有几处房屋的房梁已被白蚁损毁得十分严

重，影响到了房屋安全。他们颇费周折地重新

更换了房梁，并进行了防蚁、防水处理。 住在

这里的居民们再也不用为“蚁患”烦恼。

与整体建筑气质不符的PVC材质雨水管

也被换成了最初的铁皮雨水管。 项目工程师

陶凌告诉记者， 更换雨水管最主要的困难在

于 “找人” ———拥有铁皮锻造手艺的工匠大

多年岁已高， 寻找起来并不容易。 他们最后

成功找到了工匠为岐山村特别定制铁皮雨水

管 ， 铁皮雨水管的宽度要超过普通雨水管

道，能更好地避免管道堵塞。 下雨天，雨水打

落在铁皮管上好听的“滴滴答答”声也重回居

民耳畔。

基层行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记者 王嘉旖

努力增强服务国家战略能力
上海2018参事国是论坛举行

本报讯 （记者祝越） 上海 2018 参事国是论坛昨天举行 ，

多个省市的政府参事与专家学者， 立足不同的地域特色、 专业

特点， 从多元视角研讨各地现代服务业进一步开放与改革的思

路和探索， 提出政策建议。

今年以来， 上海先后出台一系列促进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措

施， 一批各具特色的服务经济载体正在建成， 一批高端 “上海

服务” 品牌正在形成， 一批新经验、 新做法正在逐步推广。 未

来， 将进一步依托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创新优势， 努力增强

服务国家战略能力， 形成一批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

案例和开放便利举措， 为更好服务 “一带一路”、 服务长三角

地区协同发展、 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发挥应有作用。

参事国是论坛是上海市政府参事室重要品牌活动之一， 汇

聚全国各地政府参事与社会各界智慧， 围绕国家和上海经济社会

发展重点难点问题开展讨论， 是发布参事调研成果的重要平台。

副市长陈群出席。

首届全球 IC企业家大会在沪举行
本报讯 （记者张懿）全球芯片行业的一批重量级人物昨天

齐聚上海， 出席首届全球IC企业家大会暨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半

导体博览会。虽然市场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包括中美行业领袖

在内的与会者反复重申对开放合作的支持， 使得外界对行业未

来能抱有更强信心。

昨天与会的许多企业家都提到，受产业周期规律的影响，全

球集成电路行业近期增速放缓， 预计明后年可能进一步陷入困

难期。 但长远来看，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5G等的普及，集成电

路行业在未来10年会有翻番式增长。 而这也更要求全球产业链

各环节保持开放，共建全球化生态体系。

作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链最完整、产业集中度最高、人才最

集聚的区域，上海全力落实国家战略部署，把加快发展集成电路

产业作为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重要支撑和“上海制造”品牌的重

要代表。 目前，上海正着力引进和培育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力争

打造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集成电路专业园区， 同时加快提升原

始创新能力。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罗文、上海市副市长吴清出席会议。

申城警方对“炸街族”首次开出罚单
当事人涉7次违法行为,被拘15天记39分罚6500元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记者昨天

获悉， 上海公安交警在浙江公安交警

的配合下， 对姜某及其使用伪造机动

车号牌 “浙DXP203”的行为进行了调

查。经查验鉴定后，确定了姜某存在使

用伪造机动车号牌、噪声污染、多次闯

红灯、改装车辆等交通违法行为，总计

对其处以行政拘留15日，收缴牌证，扣

留车辆，记39分，罚款6500元。

12月1日，徐家汇路沿街住户向上

海市相关部门举报，当天凌晨5时许听

到震耳欲聋的摩托车引擎轰鸣声。 公安

交警部门随即通过调查找到违法当事人

姜某及其摩托车。 这是上海12月1日《关

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噪声污染治理工作

的通告》 施行以来查获的第一起机动车

噪声污染违法行为。

经查证，姜某存在以下7次交通违法

行为： 噪声污染违法行为， 处以记3分，

200元罚款；4次闯红灯违法行为，分别处

以记6分，200元罚款， 合计处以记24分，

800元罚款； 擅自改装机动车违法行为，

处以500元罚款；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违

法行为，处以行政拘留15日，收缴牌证，

扣留车辆，记12分，5000元罚款。

《通告》规定上海全天禁止噪声超过

80分贝的九座以下客车在本市道路 （高

速公路除外）行驶；每天21时至次日7时

禁止噪声超过80分贝的摩托车在本市道

路行驶。 同时，《通告》也提示，市民可通

过“110”报警电话、“上海交警”App等平

台举报反映机动车噪声污染问题， 公安

机关将及时受理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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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渊 李静）连日来上

海持续低温和降雨， 昨天中心城区最高

气温为8.7?， 已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低

于10℃，满足入冬标准。 市气象局宣布，

上海已进入气象意义上的冬季，12月7日

为今年入冬日。

昨天傍晚到夜里 ， 受弱冷空气影

响， 本市气温已有所下降， 风力增大。

随着新一波冷空气扑面而来， 今天上海

的持续阴雨天气将告一段落， 转为多云

为主 ， 西北风4-5级 。 但气温再次下

跌， 今天最低气温直降5℃。 其中， 早

晨气温较低， 市区最低气温3℃， 郊区

在0℃到2℃； 最高气温在9℃左右 。 周

五起气温将逐步回升至10℃以上， 周六

最高气温升至13℃。 与此同时， 周六将

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

气象部门表示， 上海今年10月5日

入秋， 12月7日入冬， 秋季长度为63天。

而常年平均为 62天 ， 2017年是 55天 。

2000年以来， 2004年的秋天最长， 为83

天； 2009年最短， 仅有35天。

随着申城入冬， 气温骤降， 全市天

然气用气量猛增。 记者昨天从上海燃气

集团获悉， 从12月7日至今， 全市天然

气日用气量连续超过3500万立方米 ，

12月10日当天更是达到3768万立方米，

最高小时用气量206万立方米， 均刷新

历史最高纪录 。 上海燃气根据前期制

定的供气调度方案和供需平衡应急处

置方案 ， 实时监测管网压力和数据变

化 ， 充分发挥天然气供应多气源的优

势， 科学调度， 确保全市天然气管网安

全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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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 携手筑梦
———从改革开放40年看中国力量

40 年，这是一条鲜明的逻辑———

走过了遥远的一程又一程， 心与心始

终贴近；跨越艰难的一关又一关，赤诚的情

怀始终贯穿；实现了一次巨变又一次巨变，

初心始终未曾改变。

“我们要不忘改革开放初心，认真总结

改革开放 40 年成功经验，提升改革开放质

量和水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为人民

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 让改革

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2018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说。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一切由此启程，一切因此壮阔。

人民立场是改革开放
的“致胜密码”

40年沧海桑田。时光机中的中国大地上，

不仅是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 一条条天堑变

通途、一个个“中国制造”产品风靡……一个

又一个人的变化，汇成了这个国家的巨变。

一切为了人民， 决定了改革开放这场

新的伟大革命发动的本初， 也检验着其究

竟取得怎样的根本成效。

一组组数据直观记录着中国人民生活

的跨越：1978年到2017年，全国城镇人均可

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到36000多元， 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到13400多元；基

本医疗保险、社会养老保险从无到有，分别

覆盖13.5亿人、9亿多人……

一个个场景直观印证着中国人民面貌

一新：从挤进绿皮火车行在漫漫回家路上，

到坐在舒适高铁中便捷快速出行； 从出国

是无法想象的事， 到出国游成为不少人生

活中的常态……

观察一段历史进程， 不仅要观察进程

本身，也要观察其所处的背景。

40年世界风云变幻莫测，40年机遇挑

战叠加交错，中国改革开放仿佛掌握了“密

码”，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以人民为中心，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不

断夺取胜利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

谋幸福”的目标一以贯之，并不断通过自我

革命与自我超越，保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的先进性，让中国的改革开放始

终朝着民心所望的方向进发。

人民更加需要优美环境、 人民更加要

求公平正义、 人民更加希望自我实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一场发展理念的深刻

变革中， 越来越多的群众共享到改革开放

的最新成果， 改革开放这场伟大实践也不

断抵达新高度。

人民赋予改革开放奔腾
不息的力量

40年风雨无阻， 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

上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 改革开放中每一个

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 改革开放每一个领

域和环节经验的创造和积累， 无不来自亿万

人民的实践。

40年改革开放最为充沛的动力源， 就是

充分调动起了中国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

性， 从而如大江大河般在中国广袤大地上奔

腾不息。

2018年11月， 随着上海市机构改革方案

公布，在充分汲取民意的基础上，全国31个省

份的机构改革方案全部亮相， 一些体现地方

特色的机构也纷纷挂牌。

四川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

将原省扶贫移民局更名为省扶贫开发局；海

南为建设好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组建了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为了人民，也来自人民。 从中央到地方，

新一轮机构改革回应着民心关切。40年改革前

行，政府机构几经重大调整，其指向就是顺应

社会变革实现职能转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满足人民新期待将改革
进行到底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一场不断满足人民发

展要求的伟大革命，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

化，革命对象已从昔日的“落后的社会生产”

转变为如今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也

呼唤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再出发。

改革开放40年 ，7亿多人口摆脱绝对贫

困。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基本方略的实施，土地、集体经济、金融等领

域改革密集出台， 中国贫困人口的减少速度

更是前所未有， 曾经贫困的地区面貌焕然一

新。 然而，在面对深度贫困难题的当下，仍然

需要一系列理念变革与改革举措。

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 满足人

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决定了改

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自己曾经走过的路， 是未来征程上最宝

贵的财富与经验———

这是中国人民从历史深处选择的必由之

路，也是中国人民未来通向全面小康、伟大复

兴的必由之路。

将改革进行到底！

新华社记者 何雨欣 刘羊旸 安娜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临港将建国内首个深远海“智渔工厂”
单个养殖加工平台可年产三文鱼万吨以上

本报讯 （记者薄小波）国内首个

专门致力于深远海工业化养殖的“智

渔工厂” 项目已在上海临港启动，可

提供近8万平方米养殖水体， 能在12

级台风下安全生产，并能移动躲避超

强台风。

深远海养殖是绿色渔业发展的重

要方向。 记者了解到， 临港 “智渔工

厂” 单个养殖加工平台可年产三文鱼

万吨以上， 产值超过10亿元， 养殖品

种可以拓展到金枪鱼、 大黄鱼等； 产业

链可以向海洋保健食品、 海洋生物制药

等领域延伸， 以深远海 “智渔工厂” 为

依托的新兴海洋渔业养殖产业规模可达

万亿元。

昨天，来自中国、 澳大利亚、 智利、

美国、 芬兰、 德国、 日本、 韩国、 新西

兰、 泰国等10个国家和联合国粮农组织

等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在沪举行的第

二届深远海养殖技术发展国际研讨会。

本届研讨会以 “深远海养殖前沿技术”

为主题， 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主办，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支

持，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

所等单位承办。 会议深入探讨国内外先

进前沿成果 ， 交流展示新技术与新装

备， 进一步加强不同国家间深远海养殖

领域的交流和合作， 共同谋划深远海养

殖技术发展的蓝图， 搭建世界级深远海

养殖科技交流平台。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在沪举行推进会

本报讯 （记者何易）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司法

体制改革重大战略部署的开局之年， 为深入研讨综合配套改革

重点问题和对策， 12月10日至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举行

全国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推进会。

据了解，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在上海试点一年来 ， 上

海法院严格按照中央批准的方案， 大胆探索、 积极作为， 将

改革任务细化分解为8大类72条136项， 重点从规范审判权力

运行、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

革 、 深化繁简分流 、 提升诉讼服务水平 、 完善人员分类管

理 、 坚持科技强院 、 优化司法环境等8个方面推进司法体制

综合配套改革 。 截至目前 ， 方案确定的136项任务已基本完

成， 并为其他地区全面推开相关改革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

好经验。

为期两天的推进会上， 来自北京、 天津、 上海、 浙江、 安

徽、 重庆、 陕西、 江苏、 福建、 广东、 四川等11个省市的法院

代表， 就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经验做法进行了交流研讨。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李少平， 上海市委常委、

市委政法委书记陈寅出席会议并讲话，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

组书记、 院长刘晓云介绍上海法院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的做法和成效。

■ 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夺取胜利的关键。 中国共
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目标一以贯之，并不断通过自我革命与自我超
越，保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先进性，让中国的改革开放始
终朝着民心所望的方向进发

■ 40 年风雨无阻，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

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领域和环节
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 40年改革开放最为充沛
的动力源，就是充分调动起了中国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从而如
大江大河般在中国广袤大地上奔腾不息

■ 砖红色的外立面在冬日暖
阳下别有一番韵味，弄堂内居民
阳台摆放的鲜花绿植更悄悄传
递出岁月静好。 修旧如故，九旬
岐山村以最初的“素颜”示人，而
更让人动心的是， 通过修缮，居
民的居住品质得到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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