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惊喜！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 ，头一回看见

楼下有油菜花。”家住亨昌里的王阿婆打开窗户留

意到楼下的一片金黄花田， 迫不及待地叫上老伴

下楼拍照。以往一开春便计划踏青出游的她，今年

已在家“宅”了好久。

不去婺源，也能欣赏油菜花。这两天 ，海派街

区愚园路西首，一片盛开的油菜花正随风摇曳，花

田间随处可见嬉戏玩闹的孩子、 拿着手机自拍的

小姐姐、挽手散步的老夫妇，和着春光相映成景。

市中心的“口袋”花田

用 “螺蛳壳里做道场” 来形容愚园路上这块

130平方米的空地再合适不过。2018年前， 这儿曾

有一家超市；街区改造后，这里蜿蜒成一片绿地 。

随着城市逐渐复苏，愚园路街区运营方Creater创邑

萌生了在这里种植油菜花的创意， 让市民游客能

够在街角邂逅春天。

3月8日， 近3000株白菜型油菜花从长兴岛云

水居农家移植而来。 在市中心种植油菜花也面临

不少技术难题， 在工作人员的细心呵护和热心居

民的指点之下，最近，进入盛花期的油菜花田黄澄

澄的，格外诱人。

见证街区复苏和油菜花田的生长过程， 长宁

区华阳路街道党工委书记陈颖很是欣慰：“在大家

的印象中，愚园路是网红潮店聚集地、海派建筑荟

萃地，却恰恰忽略了这儿也是别具风韵的居民区。

这块空间设计之初， 就希望给居民和行人提供自

由漫步、驻足休憩的空间。”陈颖表示，开年以来 ，

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 大家从未如此盼望

春天的到来。

全员参与的社区更新

如何平衡居民区的烟火气和网红社区的文艺

范儿，一度让陈颖犯难。不过，油菜花田的走红意

外给了她新的灵感。“土味” 花田不但吸引了小哥

哥小姐姐前来自拍，她还发现，街区里的爷爷奶奶

们也有了自己能参与的社区话题。

一位爷爷向小孙子介绍油菜花讲得头头是

道：“这油菜花和普通的可不一样，是白菜型的，由

大白菜演化来。”末了，爷爷还对一旁的年轻人说：

“这些你们小青年就不懂了吧！”话语里透着骄傲。

住在对面的老人更关心这里下一季种什么花：“可

以种些香气浓郁的，像郁金香呀，这样我每天一打

开窗就能闻到花香。”

“以往我们在社区更新中总是希望吸引更多

年轻人参与，往往容易忽略老年人。这片接地气的

油菜花无意中引导他们参与进来， 和年轻人一起

参与设计我们的街区。”陈颖说道。

记者从创邑方面了解到，他们还将开启“许一

场春暖花开”的主题策划，让居民们决定下一季种

什么花草，让这片“许愿田”四季常新。最近，愚园

百货公司门前标志性的邮筒已被搬到了油菜花田

旁边，一旁的潮店里摆放着卡片和纸笔，让大家可

以将愿望写下来投入邮筒。

所以，你想这儿种植什么花草呢 ？许下心愿 ，

期盼下一个花期吧。

荩 刊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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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日文版出版
新华社北京 3 月 29 日电 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一书日文版， 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发行。

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 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编辑 ， 收入习近平同志论

述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文稿 85 篇 。 该书日文版和此前

出版的英文 、 法文版 ， 对于国外读

者深入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 ， 深刻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丰

富内涵和我国外交方针政策具有重

要意义。

春天，汇聚复苏的力量 ———写在2020年首
季中国经济收官之际

当前， 上海要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 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条件下加快恢
复生产生活秩序， 尽快
打通产业和经济运行循
环。 疫情对产业发展既
是挑战也是机遇， 只要
充分用好自身优势， 更
加积极主动作为， 就有
可能变压力为动力， 化
危为机， 加快释放新潜
力、 培育新动能、 发展
新经济， 为实现今年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贡
献更大力量。

近日， 记者走访了
一批超前谋划的企业 ，

它们之中， 有的正在探
索线上线下消费正向循
环， 有的着眼发展非接
触经济， 有的加速发展
优质文化内容……本报
今起推出 “加快释放新
潜力、 培育新动能、 发
展新经济” 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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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 2 月份， 全国消费者都

很想念 “ Tony 老师 ” （美发

师）。 映射在线上， 小红书站内

理发的搜索量相比 1 月份猛增

379%。

巨大的需求如何被最大程度

激发并且及时锁定？ 光 “长草”

可不够。 这一次， “Tony 老师”

们冲进小红书， 直播打造 “萌娃

发型” “漫画刘海”， 成功领走

了粉丝， 为门店复工后吸引新客

人群打下基础。

疫情之下， 线下消费被暂时

抑制， 但通过新技术、 新模式，

线上需求被提前 “解冻” 了。 我

们欣喜地看到， 一种从线上反哺

线下再回归线上的合作共赢模式

渐渐浮出水面 ， 这是技术的优

势， 也是服务的升级， 上海一批

互联网企业在技术与服务的融合

升级中闯出了新路。

加速数字化 ， 提前
“解冻”线下潜力

一场疫情， 并未减损数字化的魅力。 及时上线的蜀天

上麻辣香锅左手推已有菜品， 右手开发平价新鲜蔬菜， 目

前在 “饿了么” 上的订单量已恢复到节前水平。 而那些尚

未数字化的商家也用最快的速度冲到线上。

饿了么为线下商户打开了 “绿色通道 ”， 连以往最

“高冷 ” 的酒店也上线了 。 上海静安香格里拉大酒店在

“星选好店” 上线了近 40 款菜品， 其中包括一款 300 元的

肉类主菜， 原本觉得是权宜之计， 万万没料到， 这款热门

菜在外卖平台同样好卖， 顿时有了数字化的动力。 威斯汀

大饭店、 凯宾斯基大酒店等星级酒店也发现， 数字化 “解

冻” 方案很有吸引力， 既能缓解眼前的困难， 还能看到未

来的商机。

加速数字化， 给餐饮业、 美容美发等线下服务行业带

来 “解冻力”。 疫情之下， 谁能加速线上线下的对接， 谁

能借助数字化提升服务能力， 谁就能尽快走出暂时困难、

提前布局将来。

新技术新模式带来“化学反应”

VIS 健身在上海新天地和古北拥有两家店面， 主打一

对一和小班教学， 会员有 2000 人， 活跃会员 70%以上 ，

满店率 85%左右。 茛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徐晶卉

全力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做好防疫基础上顺利推进复工复产

临港集团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加快

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通过有力的整体协调，

在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疫工作基础上， 各园

区和区内企业复工复产顺利推进。 记者日前

从临港集团了解到 ， 目前园区复工企业达

4359 家 ， 占实体入驻企业总数的 91.23%，

在临港新片区负责开发的园区内， 有 570 多

家企业复工， 洋山特殊综保区 （陆域） 交出

“100%” 的复工率满分卷。

临港集团下属园区产业链呈现区域化分

布， 跨域流动需求比较大。 疫情发生以来，

临港集团与园区企业始终守望相助、 共克时

艰 。 园区的复工复产复市 ， 一直与联防联

控、 及时响应融合在一起。 临港集团党委书

记、 董事长刘家平表示， 将与园区企业并肩

作战 ， 以更加精细的服务 、 更加精准的举

措、 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 全力当好 “店小

二”， 为企业复工与持续高质量发展排忧解

难、 保驾护航。

一企一策解决复工难题

启动一对一企业联络员制度、 推出园区

企业减负措施、 加强防疫物资保障……对于

企业复工复产 、 经营发展中可能遇到的困

难 ， 临港集团第一时间推出各项服务举

措———

实现服务专员对新片区实体入驻的 760

余家企业联络全覆盖；

减免园区内符合条件的非国有中小企业

2 至 3 月份的租金， 减免园区配套商业不超

过一个月租金 ， 涉及约 2000 家企业 ， 近

200 万平方米物业；

对防疫物资重点企业， 主动上门服务，

建立绿色通道。

聚维酮碘消毒液生产商上海宇昂水性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月26日收到市经济

信息化委《生产能力应急征用通知》后，迅速

复工。特殊时期，订单量大，企业扩大产能需

要临时使用更多场地。为此，临港集团所属新

兴产业园区免费提供场地， 并做好通水通电

等保障。同时，集团协调下属酒店，为宇昂的

员工提供盒饭送餐。 茛 下转第五版

临港
集团

■本报驻临港记者 祝越

愚园路是网红潮店聚集地、 海派建筑荟萃地， 也是别具风韵的居民区。 这
块空间设计之初， 就希望给居民和行人提供自由漫步、 驻足休憩的空间。 一片
接地气的油菜花田， 无意中吸引了平时社区更新中易被忽略的老年人和年轻人
一起参与街区设计

■本报记者 周渊 实习生 王宛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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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上海正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加
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作为一个文明的、有素养
的市民，应该掌握哪些防护科普知识？为及时回
应公众关切， 解疑释惑， 本报即日起推出 《战
“疫”科普每日二问》专栏

疫情防控常态化，
如何坚持做好个人防护？

3 月以来， 洋山港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快速攀升， 目前已恢复到正常水平的 90%。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相互理解，让在防护服里
坚持了8个小时的我，又挺了挺腰”

“口罩后面一位稚气未脱的孩子，从欧洲

辗转了四座机场飞行30多小时，回国入境又经

过近5小时，才走到我面前递上健康申明卡。当

我审核完， 把健康申明卡和护照还给他时，透

过模糊的面屏， 能看到他略微舒展的疲惫样

子。”几十个小时的辛苦飞行，对于疫情传播的

种种担心，对一个孩子来说真的不容易。

“让你久等了。”

“你工作很长时间了吧，也辛苦你了。”

3月26日中午12点，在岗位上值守了24小

时的海关流调岗增援关员———上海海关商检

处调研员周辉在回备勤点的车上， 用颤巍的

手写下一线增援第20天的感想：“相互理解，

让在防护服里坚持了近8个小时的我，又挺了

挺腰。”

找到采访周辉的时间并不容易。昨天晚上

7点，航班空隙，终于有了采访周辉的一点点时

间。他告诉记者，从早上9点到采访前，他一直在

做流调工作，现在有些航班空隙，大家才能互相

换班吃饭。交谈没几句，广播里又开始呼叫一个

航班，开始放客进入流调区域，周辉连忙起身，

再次洗消，急急忙忙套上防护服，奔去岗位了。

记者在机场见到太多这样的身影，他们认真

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为防控默默奉献着，不

说累，不说苦，只说“必须的”，只说“值得”。

“叔叔，我头疼，我向你申报，我是不是应

该被提前带离……”在泰国飞往上海的航班上，

听到一位留学生的呼唤， 支援值机登临检疫的

关员———海关总署税收征管局 （上海 ）参数

管理处处长哈捷，立即快步走了过去。哈捷曾

经在机场口岸负责旅检工作，在得知一线需要

支援时，他第一时间申请来到登临检疫岗位。

这位从加拿大回来的留学生小何今年17

岁，在经历了36小时的转机、等待再转机后，

终于搭乘泰国航空班机回到了上海。 在这极

其辛苦的路途中，他全程穿防护服，戴着口罩

和护目镜，飞机落地浦东机场，看到最近在朋

友圈、视频新闻一直出现的“大白”，他顿时湿

了眼眶， 第一时间鼓起勇气举手向哈捷申报

自己的情况。 茛 下转第五版

机场防控见闻
■本报记者 何易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