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一般的精神品格是最重要软实力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系列评论之五

杨逸淇

上海是世界观察中国的一个重要

窗口。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说，自己曾多

次陪同许多外国政要站在浦西的和平

饭店，远眺对岸陆家嘴的场景。从小村

落到金融城，只用了 30 年，眼见为实、

不言自明。有人惊叹于上海速度，有人

震惊于上海高度， 有人则从中看到了

“硬实力”包裹下的软实力：城市精神、

城市品格、城市文化。

国有国魂， 城有城魂。 哲学家斯

宾格勒说： “将一座城市和一座乡村

区别开来的不是它的范围和尺度， 而

是它与生俱来的城市精神。” 另一位

哲学家芒福德认为， “城市是文化的容

器”， 而且 “这容器所承载的生活比这

容器自身更重要。” 这些话道出了城市

的生命意义。 城市生活和精神、 文化一

样， 应该是有温度的、 有灵魂的。 腹有

诗书气自华， 人如此， 城市亦如此。 如

果说 ， 红色文化 、 海派文化 、 江南文

化 ， 构成了上海文化最迷人的内在风

景， 那么， 生活在上海的我们， 如何感

受和形容那种 “润物细无声” 的力量？

曾记得 ， 上海城市旅游形象宣传

MV 《我们的上海》 有一句歌词： “每

个人都怀着自己的梦想 ， 城市越来越

大， 我没有越来越小。” 它唱出了许多

上海人的真实感受 。 人 ， 是城市的核

心。 人是什么样， 城市就是什么样。

人们看到， 长三角示范区跑出加速

度， 滴水湖畔创业者挥汗如雨， 北外滩

勾勒出新时代的清明上河图；

人们看到， 诺奖得主在申城拿到了

中国 “绿卡”， 网红主播入驻 “直播第

一城”， 快递小哥穿梭在大街小巷；

人们看到， 为让百姓生活更便捷，

让城市更 “智能”， “两张网” 催生了

人民城市理念的具象化实践， 标示出城

市治理的温度；

人们看到 ， 还江于民 ， “工业锈

带” 变身 “生活秀带”， 黄浦江滨江绿

道 45 公里核心段贯通， 美翻了的服务

驿站 “望江驿” 成了网红新地标；

人们看到， 打造心灵驿站， 最美书

店的深夜书房点亮人文之城的夜色 ，

“可阅读的建筑” 超过 1000 处……

这就是我们的城市， “海纳百川、

追求卓越、 开明睿智、 大气谦和” 是它

的精神， “开放、 创新、 包容” 是它的

品格。 它的规划中厚植了人本理念， 它

的空间里散发出越来越浓的人文关怀，

它的风景里洋溢着奋斗的气息， 它的愿

景中映照着 “五个人人” 的大格局、 大胸

怀、 大气度。 假以时日， 生活在其中的人

们一定能看得见历史， 留得住乡愁， 增进

对城市的文化认同感、 归属感， 拥有更多

获得感、 幸福感， 诗意地栖居。

城市精神是城市发展的方向之舵、动

力之源。伟大的城市之所以长盛不衰，最深

层的因素是精神和品格的力量。今天，我们

建设人民城市， 尤其要把握人民城市的精

神品格，着力提升城市软实力。在外部环境

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努力实现“逆流

而上、逆势飞扬”，方向在哪里？ 动力在哪

里？ 不一般的城市精神、 不一般的城市品

格，是我们最重要的软实力。

软实力、硬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

才实力。更好汇聚人气、集聚人才、凝聚

人心，坚定走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

自信，从思想、精神、文化层面，回答好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追求、胸襟、底气

的时代命题，人民城市建设将雄辩有力

地向我们证明“城市的胜利”：城市是人

类最伟大的发明与最美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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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新城的远香湖畔 ， 风光旖旎 ，

随着新城人口的不断导入， 这里已成为

“人民公园”， 每天早晚及周末， 附近居

民们前来锻炼、 散步、 休闲， 人气十足。

不久前的一天， 一群穿着灰布红军军装

的年轻人引起了路人的注目， 原来这里

正举行远香湖党建主题公园开园仪式暨

“四史” 学习教育之 “重走长征路” 红色

拓展活动。

诗朗诵《新长征》、舞蹈《红旗颂》、歌

舞《不忘初心》……在一个个激动人心的

主旋律节目演出中，远香湖党建主题公园

正式开园。活动现场，《初心·燎原》行动项

目发布，包括“初心相伴、周周有约”“初心

洗礼、 红色课堂”“初心引领、 先锋评选”

“初心回眸、重走长征”等七大项目，引导

广大党员学思践悟、知行合一。100多位嘉

定新城（马陆镇）的青年党员代表及群众

代表还被编成“红一连”到“红四连”，在临

时搭建的场地上开展“重走长征路”红色

拓展体验活动。

河湖相串，红飞翠舞。远香湖畔的这个

主题公园以党建文化为引领， 设置了信仰

起航、党章学深、廉筑嘉定、党史寻迹、红色

先锋、梦想新城6个主题区，提示牌上对各

大主题都分别有宣传描述， 涵盖了党的方

针、党史知识、廉政文化、模范事迹等内容，

并可扫描二维码，进行线上“打卡”答题，营

造了浓厚的党建文化氛围。 公园西侧入口

处设立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红色主题

墙，步入其中，绿草如茵，红飞翠舞，交相辉

映，营造浓厚的爱国爱党氛围。市民可沿着

环湖步道，一步一景，曲径通幽，在欣赏远

香湖、保利大剧院、嘉定图书馆等沿途美景

的同时，也可感受一路的“红色文化”，补足

精神之钙，筑牢信仰之基。

据嘉定新城（马陆镇）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主任朱顺介绍，这个党建主题公园从

去年下半年就开始酝酿。虽然镇上原有一

个党群服务中心，各村、社区、机关、企业、

两新组织中有59个党建服务站及19个党

员工作室， 一直开展常规性的党群活动，

但由于分散在各单位，总觉得开展活动时

人气不够足、辐射面不广、影响不够大。于

是， 党群服务中心就考虑找一个人气足、

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作为党群服务拓展

的新基地，在新城支持下，远香湖畔这块

居民最爱去的地方被选中，远香湖党建主题公园应运而生。

远香湖党建主题公园正式开园的同时， “远香湖商圈党建

汇” 揭牌。 远香湖周边楼宇多、 商场多， 嘉定新城 （马陆镇）

通过建立远香湖商圈联合党总支， 充分发挥党建优势， 最大限

度地整合资源， 构建党建引领下商圈一体化共商、 共建、 共治、

共享的良好局面。

有了这个党建主题公园，镇党群服务中心，各村、社区、机

关、企业的党建服务站开展活动便增加了一个优质阵地。党建公

园建成后，已有区经委机关二支部、众芳社区党总支行政支部、

智慧幼儿园党支部等党组织先后开展誓词教育、线上答题、志愿

服务等活动。党群活动本来就是要加强党员和群众的联系，在人

流聚集的公园内举行，不仅不怕“围观”，更是弘扬正能量，向群

众宣扬“初心”的好机会。

据介绍，主题公园将定期开展誓词教育、户外拓展、志愿服

务、文艺文化等活动，切实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

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为全力打造有质量、有颜值、有温度、有

魅力的上海市级城市副中心作出更大贡献。

上海高校扎实推进“四史”学习教育
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加强课程群建设

打开 “复旦党建·1925” 数字党建平

台， 就能在 “定向活动” 模块看到一条个

性定制的红色行走路线。 完成线下行走和

学习后 ， 党员们还能点击 “我要签到 ”，

获得一张自动生成的专属认证书……这是

复旦大学整合全市 333 个红色文化地点后

首创的小程序， 为众多年轻党员带来内容

丰富、 形式新颖的 “四史” 学习教育。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上海高校扎

实推进 “四史” 学习教育， 建设一批专题

课程 ， 坚持把 “四史 ” 学习教育融入课

堂 、 融入学科 ， 以红色资源激活信仰担

当， 以多样形式讲活历史故事， 确保学习

取得实效。

全新打造课程库，更加
注重实践

历史与现实相结合， 就是最好的教科

书。用好学科资源、师资资源、课程资源，上

海高校坚持把“四史”学习教育作为立德树

人的重要实践路径，不断加强课程群建设。

把最生动的 “四史” 内容融入教育教

学的第一课堂，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全新打造的 “四史” 学习教育课程库， 已

开设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智慧及启示” 等

近 20 门专题课程。 这些课程不仅面向学

校师生， 同时也是给杨浦区广大市民群众

的一份 “自选式菜单”。

“石库门里的革命首创精神”“民众衣

食住行的变迁”“社会福利的发展历史”“上

海抗战歌曲的兴起、传播与意义”……让身

边的历史说话， 华东师范大学成立由11个

专业领域的35位专家学者组成的“四史”学

习教育宣讲团， 开出一份涵盖95个主题的

学习菜单。就在几天前，华东师大还做出一

个决定：将整合教育学、历史学、地理学、社

会学等多学科的优质师资， 建设更加注重

实践的“四史”系列思政选择性必修课程。

在上海师范大学的 《文化遗产保护与

开发》课程上，主讲教师选取了上海最有代表

性的 28 处红色文化遗址，为学生讲述红色文

化元素背后的故事。 这是学校最早启动思政

改革的课程之一，目前，这门课的内容正同时

制作成节目，将在喜马拉雅 FM 平台上线。

以喜闻乐见形式，增强学
习教育实效

挖掘文化资源的红色内涵，推出“红色大

寻访”，打造沉浸式党课、音乐党课、博物馆党

课……在推进“四史”学习教育的过程中，沪

上高校采用直播、视频等全新的融媒体方式，

以95后、00后在校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增

强“四史”学习教育的实效。

“走出去”盘活外部资源，上海大学与上

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

馆合作，探索建立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将“两

馆”资源融入学生培养体系的实施路径。学校

环化学院、理学院、生命学院、材料学院、力工

学院等积极组织学生开展 “行走的党课”，开

展红色寻访活动， 让学生到革命遗址遗迹实

地了解相关历史， 现场体验感悟背后蕴藏的

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

一只“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药箱、不

同历史时期的中医外科手术器械、 针灸铜人

和琴棋书画等文物， 都承载着丰厚且独具特

色的红色历史和记忆。 上海中医药大学充分

挖掘学校内中医药博物馆藏品中的 “红色故

事”，开展藏品“四史”学习教育专题解说，让

广大师生从中医药发展史中见微知著。

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和新媒体平台， 同济

大学推出“听TA说”之“红色能量”学习直播

栏目。 上海戏剧学院结合“艺术中国”课程、

“戏剧党课”建设，也推出了一批形式丰富的

红色文创、红色故事、红色剧目。

上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华东师大

校园茶室开设了“24 小时阅读空间”，并专门

设立“党建书屋”阅读区域，供大学生们业余

时间前来阅读学习。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制图： 冯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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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大纪念馆推出“四史”教育服务清单
过政治生日，看专题展，赏沪语短片……

本报讯 （记者单颖文） “七一” 前

夕 ， 中共四大纪念馆发布了 “四史 ” 教

育服务清单， 包括基本展陈、 专题展览、

仪式教育 、 研学活动 、 主题党课等多种

形式 。 据馆方介绍 ， 纪念馆主要突出

“实 ” 字要求 ， 在把握正确方向的前提

下 ， 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 ， 灵活运用

各种载体方法 ， 创新内容形式 ， 向全社

会推出 “四史 ” 教育服务清单 ， 将 “四

史 ” 学习教育落脚到解决问题 、 推动事

业发展上来。

记者看到， 此次推出的服务清单包括

一系列特色活动。 比如， 在纪念馆门口的

国旗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教育， 在纪念馆宣

誓厅举行 “坚守初心， 重温入党誓词” 活

动， 以及近期推出的 “牢记使命， 过好政

治生日” 活动等。 在党的生日到来之际，

不少党支部前往四大纪念馆 “过政治生

日”。 记者了解到， 纪念馆为每位 “过政

治生日” 那天入党的党员赠送 “生日卡”，

上面印有入党誓词、 入党时间等。 馆方表

示， 党员过政治生日是一种人文关怀的教

育方式， 体现了党组织对党员的关心和关

怀。 通过开展 “过政治生日” 的活动让党

员重温 “四史 ”、 重温那段难忘的经历 ，

更能引导党员自觉牢记党员身份， 时刻在

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强化党员的党性意识。

在此次推出的清单上 ， 除了主展陈

之外， 还有三个专题展览———《固本强基

筑堡垒———中国共产党早期支部建设图

片史料展 》 以中国共产党支部发展的历

史沿革为线索 ， 聚焦 1921 年中共一大至

1927 年中共五大这段党的早期历史 ， 重点

展现 1925 年中共四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加强

支部建设的历史背景 、 主要途径及其深远

影响 ； 《抓铁有痕铸党魂———中国共产党

早期纪律建设图片史料展》 聚焦 1921 年中

共一大党的诞生至 1927 年中共五大首创

“中央纪律检查机关” 这段党史， 上溯马克

思 、 恩格斯与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纪律

的红色基因 ， 下承中国共产党早期纪律建

设艰难历程 ， 以思想探源 、 铁纪萌芽 、 革

命实践 、 机构首创 、 继续前行五个单元展

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纪律建设历程 ； 即将

于 7 月中下旬上线的 《根基·血 脉·力

量———党的群众路线发展历程图片史料

展》， 将以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历史沿革

为线索 ， 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时期 、 十八大以来新时期 4 个

时间段为节点 ， 回顾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

的形成、 发展、 完善及成就。

最近 ， 为了向更多的年轻人 “讲好红

色故事”， 中共四大纪念馆正式入驻 “哔哩

哔哩 ” “抖音 ” 等网络平台 ， 推出 《力量

之源·红色 100》 短视频专栏。 这一栏目通

过 “微剧情+小故事+短视频 ” 的形式 ， 以

沪语为主要传播语言， 专设 100 个关键词，

让观众了解中共四大的召开背景、 主要成果

及历史贡献， 带领青年学习 “四史”。 目前，

已以 “会址” “工农联盟” “上海大学” 为

关键词上线 7 期短视频， 每期长度在 1 分钟

左右。

公园西侧入口处的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红色主题墙已

成为 “誓词教育” 的主要场所。

嘉定新城（马陆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供图

■本报记者 储舒婷

■本报记者 薄小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