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摄影:本报记者 袁婧

■本报记者 唐玮婕

■本报记者 储舒婷

ｗww．whb．ｃｎ

２０21 年 6 月 14 日 星期一

3
?任编辑/杨 燕
编 辑/杨舒涵
视觉设计/李 洁

■党旗飘扬·上海百名基层党员谈初心

3障国家安全、推动科技进
步、解决‘卡脖子’问题，是每一个
科技工作者肩上的责任。

人物小传
庄松林，1940 年出生，1983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理工

大学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院长、博

士生导师，光学工程学科带头人。 他长期从事应用光学、光学工

程和光电子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曾连续两次获得上海市劳动

模范称号，多次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还曾获国家精品课程、上

海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及上海市教育功臣荣誉称号等。

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我
的信念就是：做好身边事，带好身
边人，建好家门口。

人物小传
李秀勤，1972年8月出生，2014年11月入党，

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长岛路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

2011年8月参加社区工作， 十年来辗转6个居民

区，从居委会社工做起，一步一个脚印，直至担任居民区书记、秀勤工

作室领衔人。 她先后获评2015-2019年度上海市劳动模范、2017年

浦东新区“两学一做”模范党员、2018年浦东新区第五届“浦东好人”。

■党旗飘扬·上海百名基层党员谈初心

4出家门就是公园，绿色生活迈步可及
(上接第一版 )?天，鸡爪槭、乌桕的叶子

会由绿变红，美不胜收。 预计本月底这座

绿地公园的景观将初现轮廓。

根据 《实施方案 》，在杨浦滨江的新

建公共建筑中， 屋顶绿化的面积不少于

建筑占地面积的 30%； 对符合条件的老

工业建筑， 实施 20%以上的前面垂直绿

化。 通过绿地生态技术，还能提升杨浦滨

江的生物多样性。 比如，通过增加果树等

吸引鸟类觅食，增加乔木适宜鸟类筑巢，

恢复滨江滩涂生态， 探索城市湿地系统

修复等。

人文景观也不可少。 从“工业锈带”

到“生活秀带 ”，杨浦区将进一步?掘滨

江工业遗产的内涵价值， 重点推进永安

栈房旧址、船厂船坞、新益棉仓库等建筑

的修缮利用，开展毛麻仓库、明华糖厂等

工业遗存的功能引入等。

通过对滨江公园的打造， 将形成辐

射整个城区的生态。 “杨浦滨江岸线通过

内部水系，串联起杨浦区内的河网，渗透

到腹地的多个绿地，将成为上海建设‘一

江、一河、一带’的生态空间规划中的亮

点。 ”卫丽亚表示。

公园城市姓“公”，提升城
市软实力

“公园城市， 就是要发挥它的公共

性，而不是把公园建好封起来，限制它的

使用，公园的属性，更多的是公共性。 ”同

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教

授金云峰表示。

杨浦区争创市级公园城市先行示范

区，处处体现“以人民为中心 ”，在 《实施

方案》中，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处处可见。

比如，杨浦滨江将结合公园绿地 、滨

江水岸等绿色开放空间 ， 布局博物馆 、

美术馆 、影剧院等各类文旅设施 ，营造

集多彩森林体验 、生态科学教育 、工业

文明展示于一体的 “三生融合 ”滨江复

合休憩带。

又如， 将提高滨江区域公共服务设

施覆盖率， 每 500 米设置一座公共服务

设施，服务内容包括寄存箱 、更衣室 、自

动贩卖机、饮水点、公共厕所等等。

再如 ，将建造漫步道 、跑步道 、骑行

道等，提供环境优美的各类体育场馆、多

功能球场等体育设施，举办健身赛事，打

造全面健身良好氛围。

……

此外， 杨浦区还将公园城市创建与

产业生态有机融合 ，结合 “长阳秀带 ”在

线新经济生态园建设， 以公园为基地带

动产城融合， 以高品质生态投入吸引高

水平产业投资，推动“产业高端化”和“环

境生态化”共荣共生。

“中国影视之夜”集中发布一批影视佳作
(上接第一版)

“逐梦” 篇则聚焦一批具有开拓

意识的创新题材佳作， 从奇幻战争电

影 《图兰朵 》 到国漫电影 《杨戬 》

《白蛇 2》， 再到总台出品的动画电影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4》， ?掘中

国传统文化富矿。

本次 “中国影视之夜 ” 还发布了

《2020-2021 中国影视白皮书》，全面梳

理影视行业发展现状，客观反映中国影

视行业的发展轨迹，理性探寻中国影视

产业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 此外，为

了继续深化落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

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总台上海总站分别与华夏电影发行有

限责任公司和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宣布启动战略合作伙伴计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党组成员、副台

长阎晓明，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周慧琳出席活动并致辞。

用青少年喜闻乐见方式讲好红色故事
(上接第一版)2016 年，叶人龙的儿子叶

晓明退休， 以社区居民志愿者的身份

“加盟”纪念馆。 靠着家人们偶尔提及

的过往以及翻阅红色档案， 他慢慢拼

凑起电台往事 ，并写下 《昆台的故事 》

发表在媒体上。在纪念馆，他希望通过

自己的讲述， 让更多人了解这段隐蔽

战线上的故事。

重新开馆前 ，33 名中小学生收到

了纪念馆“小红花”志愿讲解员团队录

取通知。 纪念馆从中选出 9 人排演了 5

分钟的情景剧《力量之源》，在场景厅中

还原中共四大召开情景，让孩子了解历

史的同时，也让观众更直观地“见证”这

一历史时刻。市西初级中学初一学生呙

泰梓，在《力量之源》情景剧中出演陈独

秀。 成为中共四大纪念馆志愿者后，他

主动查阅历史资料，在班会课上与同学

们分享四大故事，带动十余名同学一起

报名成为红色场馆志愿者。

去年起，中共四大纪念馆通过邀请

一批专业志愿者，积极引导青年尤其是

90 后、00 后更好地学党史。 目前，纪念

馆已入驻哔哩哔哩（B 站）、抖音等热门

视频平台 ，推出 “力量之源·红色 100”

专栏，以馆内“工农联盟”主题雕塑为原

型发布 Q ?人物盲盒，用青少年喜闻乐

见的方式， 讲好中共四大和党的诞生

地、初心始发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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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勤：居民的幸福感，就是我最大的工作动力
十年来辗转6个居民区,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

在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长岛路居

民区，无论是社工，还是居民都会这样

形容他们的党总支书记：个子不高，但

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 居民群众的

事她永远放在心上。

这位短发精瘦的“小巷总理”名叫

李秀勤，因为曾动过大手术，大家忍不

住劝她多注意身体， 但每次她都摆摆

手：“?就喜欢为社区做点事。 ”

曾有人问李秀勤， 为什么对社区

工作如此有热情？她说：“其实很简单，

居民的幸福感，就是?最大的动力。作

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 ?的信念就

是：做好身边事，带好身边人，建好家

门口。 ”

给了她第二次生命的，
还有家人和居民们

2011 年 8 月，李秀勤来到浦兴路

街道应聘居民区社工， 在荷五居委会

开启了她的基层工作生涯。

“?之前有过五年酒店管理的经

验，和人打交道是?的强项。 ”初来乍

到 ， 李秀勤立马就在小区里忙活开

了———一户户拜访居民， 听社区里的

老党员、志愿者、热心人传授经验，每

天早出晚归。休息时间，她常常捧着各

类书籍。

2014 年，对李秀勤来说是人生的

一段艰难时刻。 担任荷五居委会主任

助理期间， 她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多

个小时， 为这个老旧小区带来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居民们也都亲切地称呼

她为“?们的小李”。然而，没想到一场

大病找上了她。

那年 4 月，李秀勤一直感到胃疼，

经医院诊断为胃癌中晚期。 直到把小

区的工作安排妥当，她才住院开刀。回

忆那场手术， 李秀勤忍不住哽咽了：

“后来?才知道，在手术室门外，守候

?的不仅仅有家人，还有很多居民。 ”

“就身体来说，医生给了?第二次

生命；精神层面上，给?第二次生命的

是家人和居民们。?喜欢社区工作，?

感觉是为社区而生的， 一旦身体好起

来，?要拿实际行动去回报他们。 ”李

秀勤说。

创新的底气，来自于走
进居民心里

大病初愈， 李秀勤到银桥居民区

工作， 浦东新区社区服务中心主任杨

旭和她逐渐熟络起来。 银桥是一个老

小区，原来的绿化带杂草丛生，社区环

境怎么改善？

杨旭长期在社会组织负责参与式

社区治理技术传播， 对李秀勤创新的

劲头印象深刻。“李书记第一个就想到

要创新———通过自治项目， 通过能人

团队，通过发现社区的痛点、难点，让

更多居民参与进来。”在李秀勤的带领

下，好主意、金点子一个个被“磨”了出

来， 银桥居民区成立了种植队、 编织

组，着手打造“一园一墙一平台”，居民

们参与社区公益的热情被充分激发出

来，社区环境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调到中大苑居民区后， 李秀勤又

在这个老旧小区大胆创新起来， 第一

个瞄准的目标就是小区环境。

当时，小区里有一片由三块绿地、

约300棵水杉组成的水杉林。由于鲜少

有人光顾，隔壁居民经常丢垃圾进来，

沿着围墙，形成了一条“垃圾带”。

借助一场场开放式讨论会， 李秀

勤邀请大家一起“头脑风暴”，从前期

筹备、方案设计、营造过程以及后期维

护各环节，都有居民充分参与。 同时，

引入政府部门、共建单位、景观设计等

专业人士， 使居民自治和多元共治能

够有效融合。 “在创新社区治理过程

中，如何把‘经络’都打通，关键是要摸

索与居民沟通的平台， 从而走到他们

心间。”李秀勤说。最终，荒芜了18年无

人问津的小树林， 变成了3000多平方

米的天然 “氧吧 ”———“?们的小森

林”，还有带娱乐休闲功能的新苑亭以及

每家每户门口的小花园。

以实践、实训、实效带教
更多年轻人

去年5月11日，李秀勤由组织调任长

岛路居民区书记。 长岛是浦兴路街道40

个居民区里最大的，共3509户，但有两个

党组织，由一家物业管理，同属一个业委

会。上班第一天，李秀勤就直面小区的停

车矛盾。白天，小区停车位上摆着的是破

旧的沙发、废弃的自行车。 晚上，下班回

家的车堵在了小区长岛路入口处进不

来。 李秀勤最多一天要处理八起相关纠

纷。 停车为什么这么难？ 于是，她带领团

队排摸发现， 外来社会车辆占用小区停

车资源是重要原因之一。

李秀勤召集听证会， 邀请社区有车

族、无车族、老年居民、年轻人以及相关

职能部门、利益相关方等一起梳理问题，

最终，新的机动车停放管理办法自今年1

月1日起实施。

今年起， 浦兴路街道着手筹建秀勤

工作室，为的是以其“六字诀工作法”为

理念，发挥“传帮带”作用，帮助和培育新

任职书记、 后备干部和社区工作者共同

进步， 以点带面推动区域内党领导下的

社区治理整体水平提升。 李秀勤倾注了

大量心血，与带教学员面对面沟通、手把

手教，实践、实训、实效，每位学员都受益

匪浅。短短几个月，工作室就积累了一批

教学教案、精品课程和创新案例。

庄松林：做科研育人才，挺青年科学家站上“C位”
与光学研究相伴一甲子，时刻把国家和人民的需求放心上

走进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海理工

大学教授庄松林的办公室， 特别醒目

的是墙壁上挂着的两幅申花足球队全

体队员的合影，上面还有队员签名。

庄松林是个铁杆球迷。 年逾八旬

的他精神矍铄，六十年如一日，奋战在

光学研究和教学一线， 这份拼劲延续

自他大学时代对足球的热爱。 自从跑

入科学研究这条赛道后， 他就把在绿

茵场上不服输的精神， 带入了自己的

科研工作。

“中国科技强起来，关键在于坚持

党的领导。”作为一名有着38年党龄的

老党员， 他时刻把国家和人民的需求

放在心上。 “保障国家安全、推动科技

进步、解决‘卡脖子’问题，是每一个科

技工作者肩上的责任。 ” 在庄松林看

来，院士头衔是荣誉，更是重任，除了

要做好自己的科研工作， 更重要的是

培养人才。

编程“门外汉”设计出我
国首个光学系统优化程序

“?个人的兴趣本来是理论物理，

但读大学、分专业时，?被分到了光学

专业。 ”上世纪60年代，庄松林在复旦

大学物理系完成了本科、硕士学业。

“国家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对

这一代人来说， 这份信念似乎是天然

的。干一行、爱一行，只要开了头，接下

来就要为之付出持久努力。1962年，进

入上海光学仪器研究所工作的庄松林，

在参与设计光学镜头时需要用到大量的

计算。当时，科研人员普遍使用手摇计算

机，几秒才能运算一次。 整个上海，只有

复旦大学有一台一秒能算70次浮点运算

的计算机，还要排队申请。

“按照这个速度，?们预计，中型光

谱仪的光学设计要花上一年的时间计

算， 才能得到一个结果， 真的太费时间

了！ 后来?发现，光学设计在数学上，其

实就是多参数优化问题， 可以用计算机

编程解决。”庄松林大胆提出假设。然而，

他本人并不会编程， 且当时也没有高级

编程语言。于是，他开始一边自学编程一

边调试。没想到，就在这位编程“门外汉”

手里， 设计出了?国第一个光学系统优

化程序： 原本花一整年时间才能完成的

计算量，仅用一天就算出了结果。

归国后一年就入党，抢抓
光学科技发展先机

1979年， 庄松林考取了新中国首批

公费留美名额， 前往世界一流的光学实

验室深造。在读博的三年间，他先后发表

了30多篇高水平论文。临近毕业，他的导

师极力挽留， 但庄松林不为所动，“?从

没想过留在国外， 国家把?们送出去学

习，就应该为祖国服务。”1982年，他获得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电子工程系博

士学位后回国。回国后一年，庄松林就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庄松林长期从事应用光学、 光学工

程和光电子学研究， 设计了百余种光学

系统及仪器， 是国内率先开展光学系统

CAD的研究者。 他主持完成了中国国内

最大的光学仪器设计软件系统， 在统计

试验总极值最优化方法极公差的非线性

模型等方面取得独创性成果。

在光学像心理物理实验研究方面，

他也开展了国内首创性的工作。 他对非

相干光学信息处理及彩虹全息技术作了

全面系统的研究， 在复物体的位相恢复

研究中提出多种光学方法， 开创了该领

域研究的新方向 ，所研制的CdSe（硒化

镉） 液晶光阀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至

今， 他研究的超分辨成像领域仍是光学

的前沿方向。

既为“国之重器”提供坚实的科技支

撑，同时也积极推动科研成果转化，造福

民生。这些年，庄松林带领团队自主研发

的“太赫兹安检仪”，应用于当前地铁、高

铁车站、民航等公共场所，实现无接触、

不停留、无辐射的快速安检。

坚持“隐身”幕后，“要把
舞台中央让给年轻人”

科研队伍建设，说到底，关键要依靠

人才。 不遗余力地栽培、提携后辈，这些

年，庄松林没少花心思。

“作为院士，?申请项目、经费时比

年轻人相对有些优势。”所以，庄松林总是

希望能够发挥学术影响力，“为青年科学

家多争取一点”， 力挺青年科学家站“C

位”。 他甚至幽默地说:“?已经是快要谢

幕的‘演员’，要把舞台中央的位置让给

年轻人，他们才是未来中国的希望。 ”

在团队申报奖项时，庄松林经常不署

名。有时，实在拗不过学生，他就把自己的

名字“藏”在长长的名单里，一定将前三名

都让给年轻人。 上个月，庄松林的团队成

员、上海理工大学教授朱亦鸣荣获2020年

度上海市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他和团队

的 《全光纤时域太赫兹波谱技术与应用》

项目获得上海市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在获

奖名单上，朱亦鸣、彭滟、陈麟等青年科学

家的名字后面，才是庄松林。

更多时候，庄松林坚持“隐身”幕后，

希望聚光灯全部打在青年科学家身上。

去年， 青年科学家詹其文教授团队首次

从理论到实验， 展示了具有时空涡旋相

位并携带光子横向轨道角动量的新型光

场， 其成果入选2020年度全球30项光学

重大进展。2019年，张大伟教授团队项目

“高性能光谱仪器及高精度关键元器件

的研制与工程化开发” 荣获上海市科学

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虽然，这些获奖项目

里，没有任何一处出现庄松林的名字，但

无论是青年科学家本人， 还是评委、同

行，没有人忘记庄松林不可磨灭的贡献。

“年轻人做科研，基础要打得扎实，

无论是写论文还是做产品、搞技术，都要

看到国家的需求，要全力以赴拼搏，这样

才能走得更远。 ”庄松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