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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意大利总理通电话
中塔要继续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进合作
希望意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新华社北京 9 月 7 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9 月 7 日同塔吉克斯坦总统

拉赫蒙通电话。

习近平对塔吉克斯坦即将迎来独立

30周年表示祝贺。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

塔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双方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

定支持，体现了高水平战略互信，就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开展紧密合作， 展现了和

衷共济的邻里情谊， 是可以相互倚靠的

铁杆伙伴。 明年中塔将迎来建交 30 周

年。 中方愿同塔方一道努力，打造富有

内涵的发展共同体，构建坚不可摧的安

全共同体，维护两国共同利益，促进地

区和平与发展。 茛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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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老师确实很辛苦，尤其是

当前面临‘双减’、‘双新’的重任———

面对新课题、新挑战，全体教师更要感

到重任在肩，更要攻坚克难，因为教师

队伍太需要引路人 ， 太需要排头兵

了。 ”教师节即将来临，昨天，92 岁高

龄的“人民教育家”于漪语重心长地同

沪上的年轻教师们分享了她关于当好

人民教师的最新思考。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这

是于漪的座右铭。如今，她依然坚持每

天学习。 “可以说，我基本上整天都在

学习，因为只有学习，能让自己聪明起

来。 ”也正因此，对于教育改革的新动

向，她了然于胸。

除了备受关注的“双减”政策，“双

新”指的正是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

的实施。于漪勉励年轻教师，要扎扎实

实读点“磨脑子”的书，用思想攀登，一

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努力成

为立德树人、塑造学生的“大先生”。

学科教育不能“失
魂落魄”，而是要“德智
融合”

“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是什么性质

的教育？ ”“评价教育质量的标准究竟

是什么？ ”“教师最重要的内在需求是

什么？ ”这是于漪最新发出的“三问”，

她的提问对象，是昨天出席“人民教育

家于漪教育教学思想” 高级研修班的

来自全市的 56 名学员。 在她看来，身

为一名人民教师， 这是必须要思考的

问题， 且每位老师的心里都要清楚知

道答案。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 要培养

有中国心的时代新人。” 作为研修班

首堂课的主讲人， 于漪铿锵有力的话

语， 被很多年轻老师记在心里： 学科

教育不能 “失魂落魄”， 而是要 “德

智融合”。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 于漪就曾

提出 ，课堂必须是多维立体的 、多功

能的，要以学生为核心、以学生为本，

除了传递知识，老师也要有意识地将

中国人的价值观融入到教学之中。

由此谈到学科德育，她拿自己最

熟悉的语文教育为例，与青年教师们

交心。 “语文学科要培养学生的核心

素养，本身就是德智融合的。 每节课

的质量都影响着学生生命的质量，教

师应该在传授知识能力的同时，涵养

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

在于漪看来， 从事学科德育绝不

是跟学生讲些“大道理”，因为道理就

蕴含在学科之中。 无论从事哪个学科

的教学， 教师都要拥有一双明亮的眼

睛。“我们从事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教育， 与西方的教育有本质的不

同，必须站在战略的角度思考，这样我们的教师就会感到肩上有

千斤重担，就会真正意识到教育一头挑着学生的现在，一头挑着

国家的未来。 ”

教育要评价的不是分数，而是“人的质量”

多年深耕基础教育一线，最近，于漪也在密切关注“双减”政

策落地后的实施情况。 她听到不少一线教师谈及“双减”给学校

带来的新变化。在授课时她谈到，自己尤其关心“双减”实施后的

教育评价。

“实施科学的教育评价，标准究竟是什么？ ”于漪进一步追

问，希望和后学们一起讨论。 茛 下转第五版

大都市的日常生活因城市软实力而“超燃”
陈忠（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人人都是软实力 ， 人人展示软实

力。 城市软实力融汇于寻常百姓的日子

里，体现在家长里短的生活中 ，外化于

点点滴滴的细节中。 日常性、生活性是

现代城市的基本属性。 从空间与环境、

制度与治理、素养与行为等方面营建更

高品质、更有品味的日常生活 ，是上海

城市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空间与环境：彰显上
海城市软实力的生活体验

亚里士多德认为 ， 人们来到城市

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 空间是城市的基

本构成 ， 美好城市生活离不开功能完

备 、 富有特色的多样空间 。 城市空间

包括生产创业空间、 道路与交通空间、

住房与居住空间 、 广场等交往空间 、

市场等消费空间 、 剧场等娱乐空间 、

绿地等生态空间 。 一个城市的历史越

悠久 、 发展越成熟 、 所处位置越高 ，

其营建特色城市空间 、 特色城市形象

的自觉性往往越强 。 一个具有空间特

点 ， 特别是日常空间 、 生活空间特色

的城市 ， 往往更具市场 、 艺术 、 品牌

等价值 ， 软实力也就更强 。 营建有特

色 、 有个性的城市生活空间 ， 是培育

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方法。

在上海，各美其美的多样城市空间

遍布全城，标示着高品质生活的温度和

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追求。 从“全球最火

书店”茑屋书店 ，到全世界最高的城市

书房；从兼顾风貌感与烟火气 、美好需

求与街坊记忆的“伊丽包子铺”，到愚园

路上菜场和美术馆“混搭”，摩登又亲民

的老建筑；从兼具功能必备品和耐看艺

术品双重属性的“城市家具”，到世界级

的城市会客厅；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

设写就社区商业 “屋檐下的生活与诗”，

到“工业锈带”变身“生活秀带”，折射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小红书 App

上搜索“上海打卡”，跳出的信息超过 35

万条，这个数字在国内城市中遥遥领先。

需要指出的是，城市更新的空间形

态和社会形态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一味

追求 “高大上 ”，可能造成 “烟火气 ”不

足。 着力打造最佳人居环境，彰显城市

软实力的生活体验，城市更新要打造活

力空间 ，就是要以人为本 ，增加 “烟火

气”。 “烟火气”正是“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的折射。 因

此，营建更具烟火气的城市空间 ，要坚

持把人的感受度作为最根本的衡量标

尺，在增加空间总量的基础上 ，优化空

间配置的结构、机制 ，坚持 “房住不炒 ”

定位，优化“四位一体 ”住房保障体系 ，

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推进住宅等

生活空间的均等化……全方位营造舒

适生活、极致服务和品质体验 ，打造更

加和谐宜居的生态之城，是营建城市软

实力的重要内容。

制度与治理：展现上
海城市软实力的善治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上海要 “不断

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

能力和治理水平 ”，“探索具有中国特

色、体现时代特征 、彰显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的超大城市发展之路”。 随着

城市复杂度的提升，城市治理日益注重

关键治理与精细治理、创新导向治理与

生活导向治理的结合。 一方面，事关城

市安全风险的制度与机制 ， 将更为严

格、规范；另一方面 ，对市民生活 、市井

交易等领域的治理将更趋灵活、更有弹

性。 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的市民参与度，

政府与市民共同担当，营建规范与自由

相统一的城市治理格局，将有效改善一

个城市的治理形象， 提升治理软实力。

全过程人民民主和 “两张网 ”折射上海

城市软实力的善治效能。

上海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

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的首次提出地，正

在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上海城市发

展的全过程，融入人民城市建设的各方

面 ， 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佳实践

地。 今年 2 月 26 日， 长宁区虹桥街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民主基层实

践基地”在古北市民中心揭牌 ，从最初

的“开门立法”工作试点演变成“全过程

人民民主 ”实践基地 ，民主之花在基层

社区生机勃发。 生活垃圾分类、加装电

梯养护、养老服务、城市更新……“众人

的事情众人商量”， 全过程人民民主贯

穿社会治理始终 。 小小基层立法联系

点，反映的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大

气象。 截至今年 6 月底，上海 25 家基层

立法联系点参与 20 件国家法律和 64

件地方性法规征求意见工作，提交立法

建议 6530 条，获得采纳 533 条。 “家门

口的声音”被听到 、被采纳 ，民主的 “获

得感”在上海这座“人民城市”一次次被

体验、被深化。 茛 下转第五版

在学习教育中铸牢思想基础，提振精气神

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
荩 刊第三版

素养与行为：考察
上海城市软实力的可靠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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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基本建成“大虹桥”核心承载区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中央商务区“十四五”规划》出炉，明确6个方面22项主要任务

聚焦“一区五新”，形成“动力核”架起“彩虹桥”

“一区五新”总体发展框架
■ 服务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和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中央商务区将
形成“一区五新”总体发展框架———构建以一流
的国际化中央商务区为承载主体，打造开放共享
的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联通国际国内综合交通
新门户、全球高端要素配置新通道、高品质的国
际化新城区、引领区域协同发展新引擎

“一核、四片区”总体格局
■ 在功能布局上，积极发挥辐射引领功能，加

强与“北向拓展带”和“南向拓展带”的衔接联动，
形成“1+4”总体格局，即“一核、四片区”。“一核”为
核心区，是商务区核心功能主要承载区，将重点推
动总部经济和高端商务集聚发展，提升完善交通
枢纽功能，营造创新先行的发展氛围。“四片区”各
有定位：南虹桥片区强化发展国际化公共服务功
能和高端服务经济，东虹桥片区突出发展枢纽经
济，西虹桥片区聚焦发展会展商贸，北虹桥片区重
点发展创新经济

聚焦两大区域打造核心功能承载区
■ 着力打造服务引领长三角高质量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虹桥

国际开放枢纽核心功能的重要承载区。“十四五”时期，闵行区将重点
推进五项任务：一是高标准建设中央商务区；二是高效率提升国际贸
易功能；三是高质量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四是高品质建设国际社区；五
是高水平推进开发建设

荩 均刊第二版

位于上海 “大虹桥” 核心区， 紧邻虹桥交通枢纽的 SKYBRIDGE HQ 天会 （原名凌空 SOHO） 占地 8.6

万余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 集办公、 商业于一体。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打造“一区一城一湾”标杆性项目
■ 大虹桥、新江桥“双桥”交汇态势正在嘉定形成。面向“十四

五”，嘉定区明确“开放北虹桥、创新领航地”发展定位，持续放大产业
集聚优势和产城融合功能，全力将嘉定片区打造成为虹桥商务区中
的创新经济集聚区、中央商务配套区和高品质国际化社区。下一步
将着力打造“一区、一城、一湾”三个标杆性项目

嘉定放大溢出效应做好“大会展”文章
■“十四五”时期，青浦区将积极参与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努

力放大进博会溢出效应，“会商文旅体农”联动，做好“大会展”“泛会
展”文章。下一步将按照“一核引领、双管齐下、三大功能”思路，加快
推动会展经济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发展，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更高质量打造上海国际会展之都重要承载区

青浦

发展临空经济总部经济数字经济
■ 长宁区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中央商务区组成部分中唯一的

上海中心城区，将以提升国际化、提高开放度、做实枢纽经济为主要
抓手，重点聚焦临空经济、总部经济和数字经济，着力推进智慧出
行、人工智能、数字贸易、大健康等产业发展，打造强劲活跃的国家
级临空经济示范区、上海总部高地和上海数字经济转型标杆区

长宁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