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出家门就是公园，绿色生活迈步可及
杨浦区将在黄浦江畔打造一座占地15.6平方公里的公园，争创市级公园城市先行示范区

黄浦江畔，“人人屋” 前的粉黛乱子草摇

曳生姿；高架路上，鲜花铺满沿口，道路变身

“花路”……越来越多市民发现，上海，正越来

越像一座大公园。

近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原则同意《关于推

进上海市公园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要

加快构建覆盖全域的城乡公园体系， 为市民

休闲小憩、运动健身、亲子互动等创造更多、

更方便的空间，让绿色生活迈步可及。打造公

园城市，杨浦区积极先行先试。杨浦区政府与

市绿化市容局签订 《共建杨浦滨江公园城市

先行示范区战略合作协议》，明确《杨浦滨江

创建市级公园城市先行示范区实施方案》（简

称《实施方案》），在杨浦滨江15.5公里岸线精

心打造一座占地15.6平方公里的公园， 使之

成为具有开放性、国际性的全球友好会客厅。

打造“公园里的城市”
“公园城市的最大特点在于公共性，让市民

走出家门就是公园， 而不仅限于在某个公园里

散步等活动， 因为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大公园。”

上海市园林设计研究总院院长卫丽亚表示。

如何打造“公园里的城市”，营造“推窗见

绿、出门见园”的生态环境？

杨浦大桥下，一座绿地公园正紧张建设

中 。 该公园是杨浦大桥公共空间与综合环

境工程 （一期 ），为世界技能博物馆的配套 。

据建设方介绍 ，公园将主打秋景 ，种植鸡爪

槭 、乌桕等落叶乔木 ，配以少量的香樟 、桂

花、水杉等。 茛 下转第三版

“中国影视之夜”集中发布一批影视佳作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举办的“中国影视之夜”引关注

本报讯 （记者李婷） 作为上海国

际电影节官方活动之一 ， 由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上海总站举办的 “中国影视

之夜” 登陆上海国际传媒港 ， 集中对

外发布了一批即将上映的影视佳作 。

其中， 《1921》 《望道》 《大城大楼》

等多部作品为上海出品。

今年 “中国影视之夜 ” 已经步入

第二个年头， 本届盛典设置了 “礼赞”

“时代 ” “逐梦 ” 三大主题和篇章 。

“礼赞” 篇重点推介讲述反映中国共产

党百年风雨历程的优秀作品 ， 包括电

影 《1921》 《望道 》 和总台出品的重

磅剧集 《大决战 》 《中流击水 》 等多

部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 。 中共一大

会址是电影 《1921》 的重要呈现场景。

推介现场， 中共一大纪念馆专业讲解

员李欣瞳成为该片的特别见证人 ， 现

场讲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一大会址寻

找、 确立的曲折历史及其个人在工作

中遇到的难忘故事。

“时代” 篇关注了一批观照当下、

记录时代精神的作品 ， 包括讲述申纪

兰、 袁隆平、 屠呦呦等8位功勋人物故

事的传记剧 《功勋》， 以及军旅题材剧

《和平方舟》 和90后青春奋斗题材影片

《大城大楼》。 值得一提的是 ， 在推介

《和平方舟》 时， 男主角原型人物、 曾

6次担任和平方舟医院船海上医院院长

的孙涛也出现在现场 ， 讲述了他与

“和平方舟” 为国争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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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为建党百年营造良好氛围 李克强就救援工作作出批示

对湖北十堰市张湾区艳湖社区集贸市场燃气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

新华社北京6?13日电 6月13日6时40

分许 ， 湖北十堰市张湾区艳湖社区集贸市

场发生燃气爆炸 。截至目前 ，事故已造成12

人死亡 、37人重伤 ，另有部分群众不同程度

受伤。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 湖北十堰市燃气爆

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教训深刻！要全力

抢救伤员， 做好伤亡人员亲属安抚等善后工

作，尽快查明原因，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

调，近期全国多地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校园安

全事件，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举一反三、压实

责任，增强政治敏锐性，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

患，防范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为建

党百年营造良好氛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作出批示， 要求全力以赴组织抢险救援和

救治受伤人员，尽最大努力减少伤亡，认真查

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问责。近期安全事

故仍呈多发势头，国务院安委会、应急管理部

要督促各地切实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和隐

患排查，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 应急管

理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派工作组赶赴现

场指导事故处置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抽调

重症医学、烧伤、心理干预专家等组成国家级

医疗专家组赶赴当地指导做好事故紧急医学

救援。湖北省、十堰市党政负责同志已在现场

指挥处置。目前，现场救援、伤员救治等工作

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本报记者 陆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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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空姐、消防员、革

命后代……中共四大纪念

馆的志愿讲解员来自各行

各业， 年龄跨度为 7 岁至

90 多岁。 这些经过层层筛

选的志愿者， 由于兴趣特

长、社会阅历等不同 ，在讲

解中凸显个人风格的同

时， 也让对于中国共产党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段

历史的讲述不断“出圈”。

“在服务中成长 ，在成

长中凝聚，在凝聚中发挥更

大的为人民服务的力量。 ”

这是中共四大纪念馆志愿

服务工作的主题。中共四大

纪念馆2012 年落成开馆之

初， 即与虹口消防中队签约

共建，成立了第一支由 10余

名消防官兵组成的宣讲志愿

服务队。时至今日，纪念馆已

先后招募 2000余名志愿者，

服务总时长达 2 万小时，共

接待观众 18万人次。

今年 5 月 31 日， 整修

一新的中共四大纪念馆重

新开馆当日，在原有多支宣

讲志愿服务队的基础上 ，

成立了 “力量之源 ”志愿

服务总队 ，以特色志愿服

务为抓手 ，汇聚起奋进新

时代的 “力量之源 ”。

上岗前严格
考核，服务中讲
出个人特色

去年 8 月，中国东方航

空客舱服务部“凌燕 ”青年

讲师团参与中共四大纪念

馆志愿讲解工作。 此前，客

舱部先从 5000 余名员工中

挑选了 50 名空姐空少 ，到

纪念馆接受专业培训。经过

两个月的准备，纪念馆对志

愿者一一考核打分，最终选

出 36 人。

今年重新开馆后，由于

调整较大，“凌燕”青年讲师

团提前一个月准备讲解词、

熟悉新动线和新展陈。讲师

团成员张语桐说，由于从事

服务行业，让她更专注提升

用户体验。 踩点时她发现，

介绍中共四大筹备与召开

的第一个展厅面积较小，展

陈则涉及三面墙，如果都站

到跟前去讲解，不仅显得琐

碎，而且观众容易混乱。 在

她看来，与介绍会址附近街

景、还原代表走向会场的两块多媒体屏相比，另一面墙上放

大的两封党中央来信更重要：一封是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召

开四大的通知，落款是由毛泽东亲笔签署的“锺英”；另一封

是告知各地，四大将于 1924年 11月 15日召开的通知，后因

革命形式急剧变动延期至 1925年召开。 张语桐反复走位，最

终确定先在一处站定，通过手势引导观众关注两块屏上的画

面，再侧身向“两封信”处走两三步，“一静一动”让观众的注

意力再次集中，聚焦到信上，从而讲好四大的召开背景。 她的

这一方案很快得到推广。

拉长服务“战线”，把红色往事说给
更多人听

纪念馆副厅中，有个根据塘沽路 62 号秘密电台搭起的

模型，这处电台的守护者是中共地下党员叶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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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真理之甘”，
上海出品电影《望道》杀青
导演侯咏携刘烨、胡军、奚美娟等“金鸡奖主创团队”亮相上影节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信仰的力量
指引中国电影人不懈前行

本报讯 （记者姜方）唯信仰与热爱不可辜负，上海

出品电影《望道》揭开神秘面纱。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上，导演侯咏携刘烨、胡军、文咏珊、吴晓亮、奚美娟、吕

星辰亮相红毯，并正式宣布电影杀青。片中饰演陈望道

的刘烨向观众回味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故事，“这

个‘真理的味道’直到现在都让我们回味再三，信仰的力

量也指引着我们中国电影人不懈前行”。

电影《望道》聚焦陈望道翻译首个《共产党宣言》中

文全译本的历程，刻画了20世纪20年代以陈望道为代表的

一批知识分子群像，将他们的个人命运融入建党、抗战、建

立新中国等宏大历史叙事。电影以陈望道的生平事迹为

线索，以“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为主题，努力讲好以陈望

道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追寻真理、 坚守大道的青春故

事，表达主流价值、体现历史厚重的同时兼具可看性。

在即将迎来建党100周年的日子，回望创作初心，主

演们深感责任在肩。“我们有很多好的红色题材经典故

事，把这些经典故事里的人物演绎好，是我们这一辈演

员最大的责任。”刘烨说。

刘烨不仅是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男

主角的获得者，更包揽了金鸡奖等诸多奖项。饰演陈独

秀的胡军、饰演陈望道夫人蔡慕晖的文咏珊，都有奖项

傍身。值得一提的是，《望道》也是胡军和刘烨时隔20年后

的再一次合作。在影片中饰演陈望道母亲的奚美娟更是中

国戏剧“梅花奖”“白玉兰奖”、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表奖”、

中国电视“金鹰奖”“飞天奖”等诸多奖项的获得者。

为了最好地展现“真理之甘”，讲好“望道的青春故

事”，作为出品方，上影专门集结了一支具有一流专业水

准的“金鸡奖主创团队”。其中，侯咏曾获中国电影金鸡

奖最佳摄影奖，他所执导的影片《茉莉花开》也曾荣获第

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此外，编剧贺子壮曾是

金鸡奖最佳剧本奖获得者，摄影指导邵丹曾获金鸡奖最

佳摄影奖，声音指导吕家进曾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录

音奖，美术指导李佳也是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奖的

提名者之一。台前幕后的主创以探求真理的态度共同打

磨作品，共赴这场上下求索的“望道”之旅。

遥望百年，忠于初心，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据悉，电

影《望道》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等出品。片方表

示，未来希望随着影片的上映，以当代大学生为主体的

新一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能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和真理

的味道，勇做时代的奋进者、开拓者与奉献者。

■本报记者 单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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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端午文化 厚植爱党情怀
———各地广泛开展“永远跟党走”主题文化活动

诵读红色经典、举行端午诗会、举

办文艺演出、 体验民俗文化……在中

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各

地以端午节为契机，深入开展“永远跟

党走”主题文化活动。 连日来，广大群

众在活动中弘扬端午文化、 厚植爱党

情怀。

6 月 12 日上午，江西省萍乡市安

源区青山镇源头村文化广场上，“寻找

村宝、唱响村歌、齐秀村艺”端午民俗

文化艺术节火热开展，糖画、盆栽、捏

面人、书法、国画、古酒酿制……各种

手艺人端午齐聚， 给群众带来了一场

民俗文化盛宴。

“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最早提出

者是谁？”“我知道，是蔡和森。”活动现

场设置的党史知识长廊成为最受群众

欢迎的地方之一。 “端午假期第一天，

不仅让小孩感受到端午民俗的魅力，

还答对党史题目拿到纪念品， 真是太

有意义了。”专程带着孩子参加活动的

杨明兴奋地说。

主题活动热在基层、热在群众、更

要热在青少年。 茛 下转第二版

■聚焦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