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新鲜水”，指的是自来水从
进入小区、经过水池、泵房、水箱等，最后
流入居民家中，总共用时（即“水龄”）在
24小时之内

■本报记者 唐玮婕 通讯员 沈馨艺

奥林匹克下一站
2022，北京！

东京奥运会闭幕

■ 13年前的8月8日，“无与伦比”的北京
奥运会大幕开启，中国百年奥运梦圆。13年
后的这一天，东京奥运会迎来闭幕日，奥林
匹克再次进入北京时间

■明年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就将拉开
帷幕。北京将成为世界首座既举办夏奥会、
又举办冬奥会的“双奥城”，而跨越13年的奥
林匹克，也将再次点燃根植于亿万国人心中
的奥运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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迸发中国力量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
中国健儿取得38金32银18铜 出色表现为新征程上团结奋斗凝心聚力注入精神力量

中共中央国务院电贺第32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 8 月 8 日电 中共中央 国

务院致第 32 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

贺电

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第 32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 全团同

志表现出色， 取得 38 枚金牌、 32 枚银牌、

18 枚铜牌的优异成绩， 实现了运动成绩和

精神文明双丰收， 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

誉。 党中央、 国务院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

贺和亲切的慰问！

你们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备战参赛带

来的严峻挑战， 不畏艰难， 科学训练， 敢

于争先， 敢于争第一， 圆满完成参赛任务。

在过去的 16 天里， 祖国和人民热切关注着

你们在赛场上的良好表现， 为我国体育健

儿取得的每一个成绩感到高兴和自豪。 你

们牢记党和人民嘱托， 勇于挑战， 超越自

我 ， 迸发出中国力量 ， 表现出高昂斗志 、

顽强作风、 精湛技能， 生动诠释了奥林匹

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 实现了 “使命在

肩、 奋斗有我” 的人生誓言。 你们与世界

各国各地区运动员同台竞技 、 相互切磋 ，

促进了交流， 增进了友谊。 你们的出色表

现进一步激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

情， 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团结奋斗、 凝心

聚力注入了精神力量。

当前，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意气风

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希望你

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 牢记初心使命， 继续发扬中国体

育的光荣传统， 戒骄戒躁， 再接再厉， 进

一步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 提高为

国争光能力， 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

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 带动群众体育

发展， 为推动增强人民体质、 推进体育强

国建设，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更大力量。

祖国和人民期待着你们 平 安 顺 利

归来 ！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21 年 8 月 8 日

青
春
的
意
义
是
拼
搏，

城
市
的
底
色
是
奋
斗

黄
启
哲

东京奥运会落幕， 中国健儿

取得了傲人成绩， 举国沸腾。 其

中 ， 46 位参赛的上海运动员表

现亮眼。 在大众被姜冉馨的训练

笔记、 许昕的幽默 “抖包袱” 成

功 “圈粉” 之余， “亚洲飞人”

刘翔 、 “跳水皇后 ” 吴敏霞 、

“小巨人” 姚明等昔日上海 “顶

流” 也 “喜提热搜”。 本届奥运

赛场的上海小将与创造辉煌历

史的老将 ， 在时代接力中 ， 诠

释着成就 “上海偶像 ” 的密

码———青春的意义是拼搏 ， 城

市的底色是奋斗。

“上海偶像” 能够在不同时

代引发全民追逐， 是因他们在赛

场的出色成绩， 也因其赛场内外

展现出的可贵的奋斗拼搏的精神

品质 。 刻苦坚韧是竞技体育的

“标配”， 在此之上， 他们的乐观

与豁达更加令人动容。 从混双到

男团， 鏖战多轮， 被网友戏称为

“喜剧人” 的许昕始终以 “抖包

袱” 乐观面对。 被网友赞为 “新

飞人” 的苏炳添， 一下赛场首先

感谢的便是刘翔 ： “翔哥是偶

像， 也是我的幸运之神！” 这致

敬， 也让网友记起由刘翔在雅典

创下的奥运会纪录。 而刘翔那句

“我只是个普通人， 只不过跑得

快了一些”， 更让人重拾对体育

精神的理解与包容———“上海偶

像”， 格局如此！

上海， 一直为青年人出彩、

奋斗者圆梦提供着广阔舞台， 充

满着热火朝天干事业的激情氛

围。 不久前， 获得 “七一勋章”

的两位 “90 后 ” ———人民音乐

家吕其明与纺织工人代表黄宝妹

同样是这座城市建设者、 奋斗者

最好的代表 。 25 岁开始 ， 吕其

明激情饱满地谱写出脍炙人口的

旋律 ， 10 年后一部 《红旗颂 》

成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经典。 同

样在 20 多岁， 黄宝妹便光荣成

为新中国第一代劳模 ， 1958 年

经由本人出演的影片 《黄宝妹》，

成为举国追捧的全民偶像。 终其

一生， 二人都坚守着青年时代的

梦想———为党和人民而努力奋

斗。 他们在暮年之时再度获颁荣

誉， 唤醒人们对于榜样与正能量

的初心追索———唯有脚踏实地 、

在各自行业与岗位上为社会、 为

国家、 为人民创造价值的青年，

才拥有积极向上、 启迪人心的榜

样力量。

上海的昨天， 是黄宝妹与近

代工业发源地迎来新一轮生产力提升的 “彼此成就”， 是

吕其明与中国近现代音乐摇篮的 “互相滋养”。 上海的今

天， 更为 95 后陈云霞和 00 后陈芋汐开辟圆梦新赛道， 使

之分别从田径、 体操运动员华丽转身为赛艇、 跳水的奥运

冠军。 “上海偶像” 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中， 一座城市的

软实力愈发彰显。 “偶像” 带来的不止是一个行业发展的

内生动力， 不止是一个世代的标杆引领， 更是为城市汇聚

天下英才、 让追梦人心向往之的金字招牌。

因为热爱， 所以全力以赴。 因为人与城的相遇与成

全， 所以成就传奇。 不， 那不是传奇， 那是在上海这片热

土挥洒热血汗水， 延续城市百年荣光、 汇聚中国未来发展

力量的优秀青年真真切切的奋斗史！

荩 东京奥运会特别报道刊第三版

（据新华社）

推动全民健身和体育强国建设
抓住北京冬奥机遇

今年8月8日， 是我国第13个全民

健身日。新时代，全民健身被提升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 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

涵。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下，北京冬

奥会、 冬残奥会的筹办正在全方位推

动全民健身开展和体育强国建设。

对于申办和举办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有着高瞻远瞩的擘画。其中，全民健

身占据重要地位。

2017年初，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时表示，将以北京

冬奥会为契机， 把竞技体育搞得更好、

更快、更高、更强，同时大力发展群众体

育，通过全民健身实现全民健康，进而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茛 下转第五版

一个仓库管四个市场：“开路先锋”鲜活注解
———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综述之一

人们喜欢把浦东外高桥称作 “离世界最

近的地方”， 因为这里总能走在开放的最前

沿，拿下一项又一项令人兴奋的“全国首个”。

前不久， 上海期货交易所沪铜指定交割

仓库和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国际铜交割指

定仓库在外高桥港综合保税区的同一仓库落

地，“上海铜”在同一库区内可完成国内期货、

国际期货、国内现货、国际现货“四个市场”的

完全流通， 浦东新区也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实

现铜品种四个市场完全流通的区域。 用全球

仓储巨头世天威相关负责人的话来说：“真正

做到了与世界零距离，‘上海铜’ 正加速走向

全球。 ”

一个仓库覆盖四个市场， 这是浦东对高

水平改革开放的鲜活注解。最新公布的《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

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

提出，在浦东全域打造特殊经济功能区，将打

开一片全新的战略空间。

聚焦改革系统集成、 制度型开放和法治

保障，“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 开启

了新的征程……

聚焦“一件事”，打好集成
改革组合拳

短短两个月就打通了全球业务的 “堵

点”，维兰德金属（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桂

花难掩兴奋：上半年销售额足足增长近30%。

全球80%的圆珠笔笔头是由拥有百年历

史的维兰德公司制造的， 其生产的铜与铜合

金半成品还是汽车、电子、电信、半导体等诸

多行业的重要材料。 而设在外高桥保税区内

的上海维兰德不仅是一个卷材切割中心，还

是技术服务中心和贸易销售中心， 贸易方式

包括转口贸易、一般贸易、保税贸易、区域内

资金集中结算和物流分拨等。

去年年底，上海自贸试验区启动“全球营

运商计划”（GOP），进一步集聚高能级的市场

主体、高层次的人才、全球性的资金，推动企

业做大市场、做大增量、做强能级，巩固并强

化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枢

纽、通道和平台功能。上海维兰德成为首批41

家GOP企业之一。

茛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记者 唐玮婕

三个半小时！各方力量协同展现“上海速度”
心圆西苑完成第二次全员核酸检测采样

三个半小时，5000多人完成核酸检测。

昨天，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心圆西苑开展第二

次全员核酸检测。烈日下，医务人员、小区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团队各司其职， 在所有居民

的配合下，这场硬仗再次展现了“上海速度”。

三个半小时完成采样

“核酸检测正式开始， 请大家把二维

码、身份证全部准备好”“请大家有序排队，

保持一米间隔”“天气炎热， 请大家注意防

暑 ”……上午8时 ，第二轮核酸检测全面启

动。小区的三个核酸检测点上，早已准备就

绪的80余名“大白”以及志愿者们开始忙碌

起来。

为了给排队等待的居民防暑降温 ，小

区特意安装了蓝色遮阳棚， 并在部分遮阳

棚边配置了空调和电扇。 遮阳棚下还特意

划出了一米线，居民们有序排队等候，现场

秩序井然。

在检测现场， 小区38栋楼的居民分点

位、分批次接受采样。小区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们承担起了引导和现场维持秩序的工

作。 一个个身穿志愿者马甲的身影来回穿

梭，手持喇叭，一遍遍提醒居民有序排队。

志愿者赵伊凡早晨7时就到现场待命。

检测采样开始后， 他和其他志愿者不时提醒

排队的居民检查身份证、二维码等，同时提前

通知下一批次居民下楼等待。“因为前期做好

了准备工作，所以大家都非常有序、配合。”大

约三个半小时，所有采样工作全部完成。

各方协同配合保平稳

小区封闭管理期间，核酸检测是最核心

的工作之一。川沙新镇党委副书记张士伟告

诉记者，为了确保保障工作充分到位，临时

党支部动员了所有300多名志愿者，成立8个

小组，包括引导组、保障组、巡视组等，分工

合作。在整个过程中，每栋楼的楼组长也都

发挥了带头作用。

为了提升核酸检测的采样效率，志愿者

们对小区内38栋楼进行楼组包干，提前一天

挨家挨户上门完成居民信息采集，划分点位

并制定采样的路线和时段。

遮阳棚 、一米线 、电扇空调 、桌椅等设

备，都是志愿者们提前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

力才准备好的。 针对一些行动不便的居民，

志愿者们还主动带着医护人员上门采样。王

英子就是负责上门服务的医护人员之一，身

穿密闭防护服的她，一上午下来，全身早就

湿透。 医护人员的付出， 大家都看在眼里。

“我母亲年纪大了，腿脚不便，医生特意过来

帮我母亲做核酸检测，看她一头汗，感觉十

分过意不去。”一位居民说。

浦南医院护理部主任李晓静表示，医院

提前做好了全部准备工作和应急预案，“包

括我们120救护车送样本也十分迅速， 得益

于小区居民的配合，第二次核酸检测的速度

非常快”。

核酸检测采样平稳有序，展现出各方力

量的协同配合，这也让处于封闭管理下近一

周的心圆西苑小区居民，看到了众志成城之

下战胜疫情的曙光。

长城、大运河、长征———

三大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保护规划出台

荩 刊第二版

上海首次试点
数字化供水站点

这两个小区居民喝的
都是“24小时新鲜水”

荩 刊第四版

8月8日，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在日本东京举行。图为各代表团旗手在闭幕式上。 新华社记者 程敏摄

百年大计利民至上

群众体育尤为重要

推动全民健身运动

转版导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