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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国家航天
局获悉，根据遥测数据
判断，北京时间昨天10
时40分，“祝融号”火星
车已安全驶离着陆平
台，到达火星表面，开始
巡视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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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文化高峰论坛举行
江泽慧董云虎出席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 昨天， 以 “花开中国梦·花惠新生

活” 为主题的第十一届中国生态文化高峰论坛在上海崇明举

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花卉领域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共商生态文

明建设大计， 共谋绿色发展良策。

中国花卉协会会长江泽慧，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刘东

生， 上海市政协主席董云虎、 副主席虞丽娟， 第十二届上海市

政协副主席、 上海市生态文化协会会长李良园等出席，

茛 下转第四版

时代中大写的人，照亮我们的奋斗征程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两位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国之巨匠，民族脊梁。他们满怀赤子之
情，心系国家，造福人民，奋斗不息，鞠躬尽瘁。他们，是大国之
巨擘，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值得大写的人

■ 缅怀两位“大写的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将怀念、哀悼化作满满
的前行动力，接过他们的接力棒，弘扬他们的报国志，自强不息、勇攀
高峰，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今天，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点上，英模榜样激励更多追梦人付出毕生努力，进而凝聚起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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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开幕的上

海科技节上， 行走

在红地毯上的他们

星光熠熠。 无论是

我国首位女天文台

长、 德高望重的叶

叔华院士 ，上海航

天首位女总指挥 、

有 “玉兔妈妈 ”之

称的张玉花 ，还是

在此次抗疫中因

一句 “困难面前 ，

共产党员先上 ”而

家喻户晓的华山医

院感染科主任张

文宏……他们是科

学界当之无愧的明

星， 是这座城市的

骄傲， 也是我们真

正该追的“星”。

走红地毯是一

种 “礼遇 ”，极具仪

式感。 为科技界的

各路大咖、 来自科

技创新和科学传播

等领域的杰出代表

铺设科学红地毯 ，

实则是在致敬科学

家的同时， 清晰表

达我们对科学家精

神的尊崇与弘扬。

每一位杰出的

科学家，都是“有故

事的人”，他们的名

字勾连着一项项重

大科创成果， 一个

个“从无到有”的发

现， 从 “0 到 1”的

突破 ，或从基础研

究领域实现突破 、

解决 “卡脖子 ”问

题……循着行走在

红地毯上的他们的

身影，走近他们，记

住他们的名字 ，了

解他们的奋斗故

事，我们不仅领略了

科学世界各种引人

入胜的雄奇景色，同

时也被这些行走在

科技创新最前沿的科学家的勇气和魅力所深深折服。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每一位科学家

的拼搏史背后，都书写着我国科技发展从弱变强，从曾

经跟跑、并跑，到如今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飞跃。走

上红地毯的科学家，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这段历史的

亲历者、参与者。

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 只有不畏

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 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

点。”也正因此，在一年一度的上海科技节，在这个象征

城市科技嘉年华的特殊日子里， 让老中青科学家们结

伴走红地毯， 实际上也传达出这座城市对科技创新精

神的孜孜追求，对集聚更多科创人才的向往与期待。

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

途命运，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

祉。无论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还是这次抗击新冠疫

情，科技创新已无可辩驳地成为“第一动力”。

对上海而言，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瞄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重点产业实现突破，着力增

强创新策源能力、提升创新浓度———说到底，上海要成

为“创新之城”，各项工作要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不

仅需要依靠一批杰出的科学家领军，更需要营造崇尚科

学的氛围、培育创新沃土，集结起勇攀高峰的千军万马。

让科学家走红地毯，形式很浪漫，是我们表达致敬

的方式。为行走在红地毯上的科学家点赞的同时，从拼

搏的科学家群像中汲取力量， 不断提升自身的科学素

养，在每个平凡的岗位做最好的自己，为打造活力四射

的“创新之城”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应该是我们普通人

“追星”的正确方式。

上海科技节开幕！百年回望崇尚科学自立自强
李强龚正与全市科技工作者和青少年代表一起出席启动仪式

围绕十大主题板块推出2300多项活动，让公众共享科技盛宴

本报讯 以 “百年回望 崇尚科学 自

立自强” 为主题的 2021 年上海科技节昨

天在上海科技馆正式拉开帷幕。 市委书记

李强， 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与全市科技

工作者和青少年代表一起出席启动仪式，

共同见证 2021 年上海科技节精彩开幕 。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名誉台长叶叔华，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副

主席、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迈克尔·莱维

特与 “少年爱迪生” 获奖代表赵天张、 ?

海妍共同启动 2021 年上海科技节。

市领导吴清、 诸葛宇杰、 徐泽洲、 张

恩迪出席仪式。

全市各领域科技工作者代表， 抗疫科

普团队、 大国工匠、 基层科创团队以及在

沪外国专家代表等亮相科学红毯秀。 开幕

式上， 叶叔华院士、 汪品先院士等科学家

通过视频讲述奋斗历程、 展望美好未来。

科技节主题视频带领大家打卡上海科技地

标， 回顾上海科技发展的不平凡历程。

创办于 1991 年的上海科技节， 以打

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一流科技节为目

标， 以打造创新成果发布会、 科技产品展

示厅、 科技工作者的节?、 公众的科技嘉

年华为愿景， 30 年来始终致力于普及科

学知识、 弘扬科学精神、 传播科学思想、

倡导科学方法， 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已成

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活动品牌。

于 5 月 22 ?至 28 ?举办的 2021 年

上海科技节 ， 将围绕十大主题板块推出

2300 多项各类活动 ， 传承科学精神 ， 用

好科技史料， 讲好科技故事， 凝聚科技力

量， 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

全市各委办局、 各区、 高校、 科研院所、

重点实验室、 工程技术中心、 外资研发机

构、 科普基地、 企业等积极参与， 紧贴科

技热点看点， 推出科普基地惠民活动、 科

技创新基地开放活动以及科技赛事、 科普

展演、 青少年科学探究等活动， 让公众共

享科技盛宴。

29位最闪耀的“星”亮相上海科技节红毯
涵盖老中青三代科技力量，铺就科学精神走向大众的“星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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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一号着陆后火星车拍摄的影像。

①中科院院士、 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名誉台长叶

叔华 （左） 与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台长沈志强 （右）。

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科技

委常委、 中国探月工程三期探测器系统副总指挥、

天问一号探测器副总指挥张玉花。

③张文宏、 郑军华、 应天雷、 曾枚等组成的防

疫与科普团队。

均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制图：冯晓瑜

■ 打造美丽产业、富民产业，
上海花卉产业总量以每年30%
至40%速度增长

上海：“我为群众办实事”映照闪亮初心
全市累计有9.6万余基层党支部作出承诺，参与实践活动党员群众超135万人次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上海这座城市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机勃勃、物阜民

丰、安乐康宁，这就是最好的明证、最好的

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

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

么“好”。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 “四史” 宣传教

育，是上海庆祝建党百年的重点活动之一。

?前举行的中共上海市委新闻发布会

透露：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全市层面深入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突出“实”字

下功夫， 把实践活动与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深入实施民心工程紧密结合起来， 坚持需

求、效果、问题导向，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前往

支部工作联系点和联系项目现场，察民情访

民意，找准难点堵点痛点，有力推动全市实

践活动走深走实、取得实效。截至目前，参

与实践活动的党员群众超过135?人次。

办实事解难题的过程， 也磨砺出基层

党组织强大战斗力和凝聚力。 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 上海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首

要任务， 使党的建设贯穿于基层社会治理

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在服务大局、保障民生

的实践中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

点和规律的基层党建新路。

9.6万余个基层党支部，
每个支部年内至少销项一个
“急难愁盼”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广泛行动

起来，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全市各层

级、各领域、各类型基层党组织围绕“我与

群众面对面”“我是基层宣讲员”“我是党员

做先锋”“我是党员志愿者”“我为群众送温

暖”“我为群众解难题”“我为发展献一计”7

个方面，积极开展系列活动。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甘霖介绍说：全

市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全部建立

党支部工作联系点和联系项目，开展调研；

全市累计已有9.6?余个基层党支部作出

承诺，每个支部年内至少解决1个群众“急

难愁盼”的突出问题，用为群众办实事的扎

实行动践行初心、担好使命，带动一批、影

响一片，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以黄浦区为例， 制定 “我为群众办实

事”九张清单，截至5月20?，全区各部门单

位梳理重点民生项目302个、重点发展项目

210个、长效机制152个。全区处级党员领导

干部建立党支部工作联系点495个， 对接

“群众微心愿”547个。同时各职能部门聚焦

数字赋能，从智能查询“全周期”、智能引导

“全事项”、智能帮办“全天候”着手，帮助群

众好办事、快办事。

5.3万余项重点项目，出
硬招实招解决群众所急所需
所盼

全市推出实施一批惠及民生、 推动发

展的重点项目， 各级党组织结合16项民心

工程、30项民生实事，聚焦人民群众反映最

集中的事项和社会经济发展最关键的领

域，形成5.3?余项“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

项目，在解决群众所急所需所盼上出硬招、

实招。 茛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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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花种”收集保存创新
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火星车驶离着陆平台画面。 均新华社发
制图：冯晓瑜

■ 昨天上午，上海科技馆的百米红地
毯上，25位在沪优秀科技工作者和 4位青
少年科技爱好者代表款步走过，2021 年上
海科技节由此启幕。借助“云端”直播，
他们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成为这个时代
最闪耀的“星”。为科学铺就一条通往大众
的“星光大道”，正是上海这座创新之城崇
尚科学精神、尊重科学家的最好注脚

共和国昨天痛失两位科学巨匠·让人民医食无忧乃“国之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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