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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领导干部新时代新担当

新作为， 最重要任务之一是激发干

部队伍的工作热情、 强化他们的工

作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包

括诸多方面， 党政部门和国有企事

业单位等“体制内”方面需要优秀人

才， 非公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所谓

“体制外” 方面也需要优秀人才；两

个百年目标要成功实现， 这两个方

面的优秀人才缺一不可。

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能否保持

应有优势， 大致说来， 发生在五条

“赛道”上，它们分别是最高层面的

理想信念、最低层面的实际利益，以

及处于中层的职业伦理、 岗位兴趣

和集体荣誉感。

在理想信念的层面上， 实际上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优势”

的重要方面。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

不仅是崇高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和人的全面发展）， 而且是理性的

（由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提供论证

和支持），是有实例的（先进模范人

物的榜样示范）。理想信念方面的竞

争力是我们最重要的竞争力， 我们

要继续保持、努力提高。

相对来说，“体制内” 在物质利

益方面的优势，不那么明显，甚至没

有多少优势。 针对这种情况， 需要

“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

结合起来”。而“实际问题”方面的努

力空间越小，“思想问题” 方面的努

力空间就会越大。

具体到职业伦理、 岗位兴趣和

集体荣誉感这三个方面， 就都属于

广义的“思想问题”的范畴。

第一是职业伦理。 所谓职业伦

理，是指对自己的岗位职责，一定要

有“敬业”精神。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

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

兴起时发现， 现代经济比较发达的

地区， 往往是新教徒人数比较多或

者作用比较大的地区；所谓“新教伦

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所谓“天

职”的观念。在上世纪 60年代东亚经

济起飞以后， 也有不少学者发现，在

这种经济成功与东亚地区比较普遍的“儒商精神”之间，也可

以找到密切的联系。 上海之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较好成

绩，也与上海在敬业精神、事功态度和规则意识方面有很好

的传统有关，这个传统是我们要在干部工作中发扬光大的。

第二是岗位兴趣。所谓岗位兴趣，对于大学教师来说就

是学术兴趣，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就是管理兴趣、做事热情和

攻关克难的志向。 让自己长时期地维持在高度创造性的工

作层面，兴趣尤其重要。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做管理工作是具

有高度挑战性的，也能享受到在别处享受不到的幸福。但如

果对这样一种高强度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没有相当的兴趣的

话，是很难获得工作的成就的，进而也就无法享受因为工作

成就而得来的幸福。干部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通过针对

领导干部的兴趣爱好和能力特长进行恰当的任务配置和岗

位调整，让领导干部尽可能处在“爱岗敬业”的状态。

第三是集体荣誉感。马克思很早就指出，要走出利己主

义和自我牺牲之间的非此即彼， 建立自主个性和真实集体

之间的有机统一，而“真实集体”是个体成员在其中感到受

关心、受尊重的那种集体。 当然，“真实集体”并不是一蹴而

就的，集体成员为建成这种集体必须付出努力、甚至作出牺

牲。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人民在创造

这样的集体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绩。 尤其在上海这样一个

肩负着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重任的地区

工作，我们都享受着前人为我们创造的成就和荣誉。 现在轮

到我们为后人创造能够为他们所享受的成就和荣誉了。 建设

这样一种爱护人、尊重人的集体，形成这样一种集体中个体

成员之间团结一心、荣辱与共的情感，会实实在在增强集体

成员（尤其是他们的领导和骨干）的工作动力。

在我看来，要赢得上述五个方面、尤其是后面三个方面

的优势，最重要途径之一，是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进行的反对“四风”的斗争，尤其是反

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形式主义和官僚

主义，不仅有悖于前面所说的崇高理想、有损于前面所说的

合理利益，同样（甚至尤其）有违于管理岗位上工作的人们

的职业伦理、岗位兴趣和集体荣誉感。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应该如何保护与发展江南古典园林
首届长三角古典园林文化论坛上专家们献计献策

长三角地区山水相依、 文脉相通。 在日

前举行的首届长三角古典园林文化论坛上，

来自江南古典园林管理界人士及研究专家等

研讨的是 ： 古典园林在当下如何保护与发

展？ 而我们应该如何为保护长三角文化多样

性、 推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注入新力量？

古典园林在你心目中的形象是什么？ 文

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

在论坛上说， 传承至今的江南古典园林蕴含

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 具有典型性、 代表

性和优秀性， 是园林界的佼佼者， 有较高文

化属性， 是数百年不曾改变的内核。 同时，

这些文化价值得到社会广泛认同， 跨越时代，

具有公共性， 成为某地的文化符号特征， 变

成公共财富。

“有人认为古典园林是财富的象征。 但

今天， 当你漫游其中， 仔细观察、 感受、 想

象， 古典园林让你感受到的不是财富， 而是

文化、 理想和意境， 其中很多很好的文化遗

存展现了艺术审美和高超技艺 。” 李松说 ，

大多数古典园林还有一股书卷气和文人气

质， 这些公共文化空间为人们构造了理性思

考的物质空间， “作为现在的城市公共文化

空间， 古典园林应承担遗产保护、 研究、 展

示传播及提供特色服务等功能， 倡导生活美

学， 创造具有时代特质的 ‘古典’， 汇集琴

棋书画香茶花藏技， 为繁忙的城市生活留得

偏安一隅。”

“中国园林与非物质文化就是水乳交融

的生命体。”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文化

处 （非遗处） 处长杨庆红认为， 中国园林历

史悠久， 从私家花园逐渐演变成公共文化艺

术空间， 集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叠石溪

水、 古典建筑和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等， 是

身、 心、 情、 艺等美妙融合的实景体验， 是

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她认为， 古典园林

在当下公共空间的再造与利用中， 可以发挥

独特的文化价值， 可以将园林和我国传统文

化节庆等结合营造氛围； 在园林中展示、 引

入更多非遗项目， 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形式

与内容； 在黄浦江两岸 45 公里滨江岸线等

公共空间营造小型江南园林， 为市民游客提

供文化休闲新方式， 给公共空间创造更浓厚

的审美意境和文化氛围。

如何有效保护并使古典园林永葆活力，

成为与会专家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

上海古猗园基建文保科负责人林晓桦介

绍， 最近， 工作人员在咨询专家意见的基础

上， 为建于明代嘉靖初期、 具有 490 年历史

的古猗园制定出分类保护方案。 “古猗园已

是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和上海市历史文化风

貌区， 新的保护方案更加细化， 将园内分为

园林景观、 园林建筑和园林文化资源三大部

分， 将实施分类保护。”

古猗园戏鹅池、 竹枝山等景观是珍贵的

历史文化遗产， 按分类保护要求， 对此类土

丘、 假山、 池渠、 花石、 地坪等将不作架构

性改造， 附属的植物景观调整也须符合历史

文化特征。 园林建筑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及历

史建筑 、 重要仿古建筑和一般建筑等三大

类， 保护方法也有所不同， 比如， 严格按照

国家相关规定保护唐经幢、 微音阁等历史建

筑 ， 完整保存 50 年以上历史建筑 。 同时 ，

方案明确， 对园内保留和积累的历代文玩字

画家具、 楹联诗词歌赋、 碑刻砖雕等园林文

化资源， 实施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扬州个园是江南古典盐商园林中保存较

好、 独具特色的事物遗存与文化符号， 具有

较高历史价值、 艺术美学价值和社会利用价

值。 个园管理处主任黄春华介绍， 工作人员

创新保护方式， 通过复原模型、 科学修缮、

利用信息技术监控预警等方式， 不仅留住个

园特有的历史文化信息， 避免人为破坏， 更

突出其承载、 传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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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猗园戏鹅池西堤上的白鹤亭。 （资料照片）

党员带头，“共情感”凝聚社区自治力量

（上接第一版）

应勇强调， 要早谋划、 早协调， 提前安排岁末和明年的防

控工作。 今年要一鼓作气完成散养户退养， 同时做好其他动物

疫病的防控。 要做好元旦、 春节期间城市供应， 确保猪肉市场

供应量足、 价稳、 安全。 年后要针对防控工作中的关键点， 统

筹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 并建立健全防控长效机制。

副市长彭沉雷主持上海分会场会议。

确保养殖业安全市场供应和社会稳定

制图：李洁

上海歌舞团红色题材舞剧新作 《永不消逝的电波》 是国内第一部

“谍战舞剧”， 将挑战采用现当代质感的舞蹈语汇和表现手法， 重新诠

释这部红色经典。 （均上海歌舞团供图）

（上接第一版）曾经脏乱差的垃圾房被一点点改造成为干净美观

的垃圾分类投放点。

绿色蔬果传递爱心，社区成为有温度的港湾

让人惊喜的还不止这些， 垃圾分类将原本互不熟识的居民

们拉入了一个公共空间。大家在碰撞出火花新意的同时，也在不

断延伸社区自治的内涵。 一平方米菜园就是由垃圾分类延伸出

的一个绿色公益实践。党员志愿者们带头，居民们将绿意盎然的

菜园搬到了小区里， 随着季节变换种上应季蔬果。 不施任何肥

料，居民们用厨余垃圾制成的环保酵素浇灌，形成一个绿色环保

生态链。在收获的季节里，这些原生态无污染的蔬果被送上孤寡

老人、高龄独居老人的餐桌，众人的满满心意，尽在这些绿色蔬

果里传递、蔓延。

不少居民还热衷于收集“绿色公益币”，这个独立存在的绿

色金融系统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社交方式。 居民每次完成垃圾分

类后就会获得 20 个积分，当累积至 600 分时就能获得一枚公益

币。 公益币可以自由兑换社区内的各类环保、公益活动。 以颇受

欢迎的“瓶子菜园”为例，两枚公益币可以兑换一个“瓶子菜园”

认养。 认养期间，居民要为自己的菜园准备容器和肥料。 一个个

吊起的“瓶子菜园”既是居民区里一处靓丽的景观，也向过往行

人无声传递着绿色环保的理念。

重大题材制作与创新小品
共同铺设人才成长加速轨道
上海歌舞团《看不见的墙》获现当代舞“荷花奖”，新作《永不消逝的电波》即将在沪首演

上海歌舞团红色题材舞剧新作 《永不

消逝的电波》 下周将亮相上海国际舞蹈中

心， 连日来舞蹈演员们正在抓紧进行最后

的打磨 。 在一众实力舞者的精湛表演中 ，

身着白褂短衫、 饰演小学徒的何俊波不算

起眼。 而看似不起眼的他， 在今年 “荷花

奖” 当代舞、 现代舞评奖中， 力压诸多实

力资深编舞， 以自编自演的 《看不见的墙》

夺得最高分。

这个年纪只有 21 岁、 进团不过一年的

湖南小伙交出的 “成绩单”， 折射出上海歌

舞团在国有文艺院团深化体制改革背景下，

以项目带动创新拓展、 用机制助力人才快

速成长， 并最终反哺院团创作力、 影响力

的发展路径。

大制作炼技艺
现代舞重新诠释红色经典

获奖的喜悦来不及消化， 何俊波就投

入 《永不消逝的电波》 的紧张排练。 这部

凝聚着全团心力的作品 ， 是国内第一部

“谍战舞剧 ”， 将挑战采用现当代质感的

舞蹈语汇和表现手法 ， 重新诠释这部红

色经典。

对于许多观众来说， 《永不消逝的电

波》 并不陌生。 1958 年， 这部根据中共地

下党员、 革命英雄李白真实事迹改编， 由

孙道临、 袁霞等人主演的电影曾轰动一时。

为了完成最后发报任务， 剧中人物李侠在

敌人的枪口下发送出最后的情报。 这一幕

令无数人潸然泪下， 成为中国影史上的经

典。 站在经典的肩膀上， 此次歌舞团在保

留人物事迹的同时， 大胆重构， 充满舞台

呈现的巧思。

序幕伊始， 记者、 职员、 老裁缝等九

个主要人物一字排开亮相， 他们或掏出相

机不时按下快门， 或手拿文件游走在办公

室， 或提着皮尺为客人量体裁衣， 平凡而

忙碌 。 而这只是他们的 “掩护身份 ”。 他

们的真实身份， 将在接下来的故事中一一

揭开。

不难看出， 重大题材制作与创新小品，

共同铺设人才培养的加速轨道， 让青年演

员在舞技与创作的双重锤炼中， 释放前所

未有的艺术能量。 正如何俊波所感受到的，

连续数月的排练， 让如饥似渴的他收获良

多。 这是他毕业后第一次在重大剧目中担

任主要角色， 锤炼舞技的同时， 他又以助

理编导的身份全程参与知名编导韩真和周

莉亚的创作过程， 积蓄能量。 “过去由于

注重肢体动作的创新与个性， 很少考虑人

物的个性与情感。 这一次的创作， 让我重

新审视自己的舞蹈观念。”

开放招收人才
给青年才俊拓宽创作空间

就在一年多前， 对何俊波而言， 能否

站上舞台成为主角还是个未知数， 更不必

说是站上全国顶级赛事的舞台， 并参与一

流院团的重大文艺创作。 刚从解放军艺术

学校毕业的他， 由于定向输送不对口， 最

终选择报考上海歌舞团———既能上台跳舞，

又能同时锤炼编舞技能。

这是何俊波人生的转折点， 也是上海

歌舞团进一步开放招收人才的转折点。 三

位军艺毕业生在去年第一次被招进歌舞团

麾下 。 上海歌舞团副团长王菁告诉记者 ，

过去歌舞团鲜少招收北方应届毕业生。 一

来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输送人才基本满

足舞团培养， 二来北方院校的毕业生也更

愿意留在北方院团 。 这次吸纳他们入团 ，

过硬的舞技自然是第一标准， 而舞团领导

也在这三个年轻人身上谋划着更长远的目

标———过去歌舞团擅长民族民间舞和中国

舞， 眼下正积极拓展现代舞、 当代舞的创

演力量， 而何俊波等三人恰巧展现出这方

面的专业素养和艺术才华。

事实证明这一次 “人才投资” 无比正

确。 踩着院团两年一度的 “在路上———艺

术创新扶持计划” 申报截止日期， 还在团

里实习阶段的何俊波和同学张振国就提交

了自己的作品小样 。 这个面向全团演员 、

编导的计划意在推动年轻人创作， 由团里

领导老师组成评审团择优给予资金资助和

专业指导， 有潜质的作品经过层层筛选得

以从创意孵化到成型成熟， 进而有机会被

选送参与各大赛事展演和出访， 为院团争

金夺银。

自此， 院团不再以中小型作品为主导，

而是放手让青年人才有充分的创作空间和

成长弹性 。 何俊波数不清 《看不见的墙 》

经历了多少次推倒重来， 经过团里多少位

前辈领导的指点。 那一晚， 凭借肢体倾泻

而出的情感 ， 他打动了 “荷花奖 ” 评委 ，

获得 97.78 分的最高分 ， 这也是上海歌舞

团在这一单项奖上赢得的最好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