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锻造让人“近悦远来”的
城市文化新地标

上海西岸

在与世界对话中
锻铸影响力

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自 2014 年创办，至
今已连续举办 8 届。从首届 25 家画廊发展至今
天近 130 家画廊和参展机构， 参展规模翻了 5

倍以上， 参展艺术品从首届 800 件发展到如今
近 4000 件，艺术品数量也翻了 5 倍，海外货值
从 2 亿元激增到近 20 亿元， 整体货值逼近 40

亿元；海外参展画廊超过 70%，与国际最顶尖
巴塞尔艺博会的一线蓝筹画廊重合率近五成，

致力于搭建当代艺术在中国和全球视野下的对
话和发展。 不仅成为全球艺术盛典中的重要品
牌， 更逐渐跻身为亚洲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艺
术博览会之一。

作为第三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的重要
活动之一，第八届西岸博览会迎来 18个国家、45

个城市近 130家优秀画廊、设计品牌及艺术机构
参展，并首次联动西岸区域内八大场馆形成区域
级的艺术盛会。 内容设置上，本届博览会囊括了
画廊单元、设计单元、公共艺术单元、视角单元等
六大单元，打造上海最具规模的艺术博览会。

以“画廊单元”为例，有连续八年参展的画廊，

同时也有 22家首次参展的画廊。 其中包括厉蔚阁、

Fergus McCaffrey、 乔斯林·沃尔夫画廊、KennaXu

画廊等。值得关注的是，首次参展画廊中，Bluerider

ART、 CHRISTINE PARK GALLERY、 CoBrA

GALLERY等多家画廊今年在上海本地开设了新空
间，在西岸共创多元艺术生态。

“设计单元”今年进一步扩大了规模：来自
国内外二十余家设计品牌， 在西岸穹顶艺术中
心和西岸艺术中心 B 馆呈现家具、珠宝精品与
潮流设计等当代设计荟萃， 以全新形式诠释设
计的视觉语境。

聚焦“全生命周期”
构建全产业链支撑

丰富展品和展陈外， 背后是专业化与市场
化并进，构建起涉及艺术品交易“全生命周期”

的有力支撑， 为全球高品质艺术品交易提供一
站式服务。

本届交易月选址西岸智塔，强化交易服务、

平台维护、产业培育等功能，完整实现交易中心
运作。 此外，基于现有的交易月线上平台，持续

优化其展示交易功能， 推动其成为艺术品鉴赏
购藏一体化的线上平台。特别是，作为沪上最具
专业实力的艺术品运输与布展单位， 上海西岸
艺术品保税发展有限公司与国内外诸多顶级美
术馆合作，先后落地了包括“抽象艺术先驱：康
定斯基”“万物的声音”等现象级大展，也是国际
顶尖机构首次尝试以网络远程布展的方式与国
内机构共同实现大体量、高价值展品落地，充分
展现了上海的人文底蕴与“软实力”。

艺术生态的多元生长、 多样发展是上海塑
造城市软实力的一块重要拼图。第三届交易月期
间，全新发起的“城市舞台 水岸新生”公共艺术全
球征集项目将以上海西岸为原点， 向全球范围内
的艺术家及艺术机构等发起征集。 该项目周期为
三年，首批选取西岸传媒港·全域灯光装置、西岸
梦中心·船坞建筑、 西岸梦中心·码头、 西岸梦中
心·水泥传送带、 西岸公共空间·橙色塔吊共三大
组团 5个点位，打造城市地标级的公共艺术项目。

紧扣数字化转型
酿厚最高艺术浓度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推进， 文化生活变得更
“智能”、 更可触及。 活动期间， 公众率先通过
“西岸生活” 平台进行各项活动的预约、 购票、

停车、 导览导航， 拥有 “一部手机游西岸” 的
便捷体验。 同时， “西岸生活” 打通上海大数
据中心 （随申办） 实现场馆预约、 观演实名登
记与 “随申办” 健康码的 “三码合一”， 以保
障各项活动的防疫安全大前提。

今年首次策划的西岸文化艺术季 2021

“西岸梦中心” 特别单元， 启动全新亮相的西
岸穹顶艺术中心， 举办了包括国内首个浸入式
整体艺术现场 《融》、 沪上最大规模文创市集
“西岸多么嘉年华 ”、 西岸音乐剧璀璨之夜 、

NBA 3X 三 人 篮 球 挑 战 赛 全 国 总 决 赛 、

Ontimeshow Westbund 第十五季订货会以及西
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在内的多场重磅活动， 西
岸穹顶以多元属性为创造力与年轻力提供造梦
平台， 倾力打造城市文化新地标。

“西岸文化艺术季·秋冬” 联动西岸区域
各大场馆推出近 30 场文化艺术活动， 带来一
场聚焦全球目光的艺术聚会。 包括： 西岸美术
馆特展 “巴黎建筑 1948-2020： 城市进程的
见证” 及上海香成摄影艺术中心 “人参果 ”、

上海龙美术馆 （西岸馆） “乔治·康多： 图像
殿堂” 等大展。

作为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合
作项目的特展单元， “巴黎建筑” 是国内首个
将策展角度聚焦于国际城市发展进程的美术馆
特展， 它把近一个时代的城市发展缩影于 “建
筑” 这一艺术门类中进行专题呈现。 展出了新
一代建筑， 以及伦佐·皮亚诺、 让·努维尔、 安
藤忠雄、 弗兰克·盖里、 雷姆·库哈斯等在内的
建筑巨擘的现代城市图景构想， 以飨城市与建
筑文化爱好者。 聚焦上海与巴黎这两座城市，

在跨国界、 跨文化的语境下， 展览将藉由 “巴
黎” 案例呼应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乃至中国本
土蓬勃发展的城市更新与建筑建设图景。

此外 ， 西岸美术馆自 2019 年开馆以来 ，

为中法两国青年艺术家搭建平台、 为中法深度
文化交流搭建桥梁。 今年秋季， 双方开启首个
联合策展项目就选择了中国艺术家陈维的个展
“Make me illusory”。 展览邀请观众进入艺术
家虚构的沉浸式环境， 通过影像、 多媒体装置
及场景， 共同围绕当代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交
流方式展开思索与讨论。

上海西岸结合人工智能产业的优势及全球
顶级文化艺术资源， 引领 AI+ART 的数字艺术
创 新 潮 头 ， 于 西 岸 油 罐 1、2 号 展 厅 呈 现
“PHASE 相”主题性数字艺术大展，通过现场的
生动交互，让观众玩转数字艺术的多元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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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西岸， 黄浦江滨江最为透气、 灵动的一段岸
线， 这里以艺术为先导、 以科创为主导， 正发力打造
滨江岸线艺术浓度最高的区域， 锻造一个令无数人
“近悦远来” 的城市文化新地标———国际级的西岸艺
术与设计博览会在此举办； 文化 IP “西岸文化艺术
季” 联动西岸美术馆大道以及西岸穹顶， 推出重磅文
化活动， 打造亚洲最具规模的艺术聚集区。

有人不远万里每年 “打飞的” 来此参与西岸博览
会， 有企业充分接驳进博会溢出效应， 借助艺术品交
易全产业链而实现跨越提升， 有更多民众， 在这里
找到了参与城市文化建设、 参与城市软实力铸造的
新场域……

为深入贯彻落实、 深化思想政治理论
课改革创新和加强“四史”教育的重要讲
话精神, 闵行区黄浦一中心世博小学世博
小学大力开展“行走红色课堂，唱响强国
之歌”为主题的教育实践，引导青少年学
史明志，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一、童心向党，知史爱国
世博小学开展丰富多彩的“四史”教育

活动，整合德育“博爱”课程，形成了纵向
成序、 横向沟通的红色仪式教育系列，引
导青少年知史爱国，树立“听党话，跟党
走”的坚定信念。

二、研习《读本》，学史明志
今年 9月， 世博小学正式启用国家教

育部下发的相关《读本》并开展了一系列实
践研究。

德育团队力争用好 《读本》。 将德育
“博爱活动”和《读本》课程计划有效整合，

形成新的实践体系。 借助《读本》内容开展
行规教育，推进少先队组织建设。

思政教师着力讲好党的故事。 教师将
课程“搬”到烈士家中，队员们听烈士遗孤
顾奶奶讲父亲的故事， 看顾振烈士留下的
爱国书信，更萌发了报效祖国的决心。

学科教师倡导学科育德， 将课堂教学
和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合。 例如， 朱老师
以中国航天人登月、 开展太空行走等新闻
来启发学生投入到太空飞船的研发和创作
中，在美术课上引导学史明志，根植理想。

三、行走课堂，悟史笃行
“四史”学习不应只单单停留在表面,更

要学习其背后的文化内涵,由表及里,“悟”出
道理,不断提高解决问题的本领。在这样的思
考下，“行走课堂”特色项目诞生了。

“行走课堂”是一个基于学生思想和品
行成长的活动课程，以思政教育课、德育活
动为载体，形成无边界、深融合、促内化的
课堂，引导学生知行合一，悟史笃行。

“行”有向：围绕办学理念，明晰“行走
课堂”目标维度，构成“行”进路径。 聚化三

个层面的成长目标，即爱国层面、行规层
面、道德层面。 爱国层面：爱国爱党、爱家
乡、爱社会主义、尊敬国旗国徽，了解革命
领袖、英雄生平故事。 行规层面：知道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初步形成规则意识、法
制意识，具有正确的行为选择。 道德层面：

讲礼貌、讲诚信、知对错、友爱宽容。

“走”有法：基于目标维度和“行”进路
径，形成以设计“开架式”活动、聚拢校内外
资源、聚焦智慧教育模式为主的三大实施策
略，助推“行走课堂”的育人价值。 设计“开架
式”活动：制定活动主题，制定学习任务单，

引导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开展探究性学
习，在真实情境中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聚
拢校内外资源： 深度挖掘学校本土资源、家
庭资源、 学生资源、VR虚拟场景资源等，将
课堂延伸到校外，在社会实践、社会调研中
感悟红色精神。 聚焦智慧教育模式：利用电
子书包平台、 手机投屏、VR等技术手段，有
效运用于“行走课堂”的教学研究，在课程资
源和评价模式等方面实施变革。

学生在“童心向党，重走长征路”的活
动中体验了强渡大渡河、过草地、爬雪山等
场景，带着任务单去看剧，去表演，去朗诵，

写感想，从中感受到红军长征的艰辛，感悟
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童心向党， 让学生们在丰富多彩的活
动中传承红色基因；研究《读本》，让思政教
育走进课堂主阵地；行走课堂，让学生在社
会实践中提升素养。 世博小学以不断的实
践探索行走红色课堂，唱响强国之歌。

（闵行区黄浦一中心世博小学 张玲）

位于上海青浦区朱家角镇的张巷村，全
村区域面积 2.632平方公里，共有 18个村民
小组，是人文厚重的江南水乡。 近几年，张巷
村借助美丽乡村建设的有利契机，对村庄开
展全方位自治管理，优化生态环境，努力打
造历史文化与绿色健康为中心的美丽乡村。

张巷村生态自然资源丰富，村委通过成
立村居自治三支队伍，在垃圾分类、绿化养
护、河道保洁方面取得良好成效。 荣获绿色
认证的 2000多亩优质水稻丰收在即。

青浦区朱家角镇张巷村党总支书记张
秋云说到，张巷村努力打造历史文化与绿色
健康为中心的美丽乡村。 围绕美丽家园、绿

色田园、幸福乐园“三园”建设，按照科学规
划布局美、村容整洁环境美、创业增收生活
美、乡风文明身心美的目标要求，推进农村
基础建设，加强生态建设，改造村容风貌，聚
焦绿色水稻产业发展， 提升村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满意度，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张巷村的美，还在于它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 中国近代出版界先驱夏瑞芳先生的故
居就在这里。 张巷村还积极开展名人故居相
关文化旅游活动， 提升张巷村文化知名度。

夏瑞芳故居管理人员夏瑞芳后人沈阿娟说
到， 夏瑞芳小时候出生在这里，26岁时创办
上海商务印书馆， 挣到钱了在村里办学校，

穷的人家不要钱。 通过近几年的治理和建
设，张巷村面貌焕然一新。 青浦区朱家角镇
张巷村村民表示，经过村庄的改造，可以说
水质清澈，绿树成荫、四季有景，提升了村
庄生态宜居的环境。

未来， 张巷村党总支将以党建引领，深
入开展村居治理，努力打造环境美、人文美、

产业美的美丽乡村。

人文厚重的江南水乡 美丽乡村张巷村

近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中央宣传
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等 6部
委共同认定 100个乡镇为第二批全国乡村治
理示范乡镇，994个村为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
示范村，其中朱泾镇待泾村成功入选。

待泾村是典型的“鱼米之乡”。 近年来，

村委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先行区”建设的工
作要求，坚持党建引领，不断深化“党建网
格化”管理模式，探索构建村级事务自治、

村域管理共治、乡村文明德治、辖区秩序法
治、科技赋能智治的“五治一体”乡村治理
新格局，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称号，描绘了农村发
展的新蓝图。

待泾村坚定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积极发挥基层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激
发村民自治热情，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
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唤醒乡愁
记忆、美化农村环境、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
丽家园，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支撑点；持
续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为乡村
振兴赋予新动能。

此外，为了进一步提升农村治理体系，待
泾村建立了多层次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

提高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便捷度，还
开展平安创建活动， 构建农村立体化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推进平安村庄建设。

如今，随着“上海南郊花海·芳香小镇”

的启幕，小镇中心、精品酒店、精品民宿的建

设持续推进， 芳香产业链正在待泾加速构
建。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在待泾村的不断努
力下，农民的生活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不
断加强，一幅多姿多彩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正徐徐展开。

朱泾镇待泾村再获荣誉 上榜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
课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闵行
区深刻把握“十四五”期间思政课高质量发展
的新形势要求，坚持开门办思政课，积极进行
思政课“行走课堂”的项目实践研究，“走”出
了一条富有闵行特色的红色育人之路。

打造优秀课程 坚持立德树人：为了进一
步提升“行走课堂”的育人价值，推动课程改
革与创新，2021年 11月 18日，闵行区第四届
“教育学术节” 思政专场 “行走课堂·实践育
人”主题论坛如期举行。

会议伊始，闵行区教育学院院长、特级校
长朱靖介绍了闵行区近年来在思政课建设以及
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举措，她表示，希望通过本
次研讨活动推动课程改革与创新，进一步打通
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把思政课建设成学
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真正成为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随后，专家们
与教师代表从“行走课堂”的多维审视、价值辨

析、实施路径三个维度切入，展开深入研讨。

分享特色成果 探索价值内涵：在“多维
审视”与“价值辨析”两个单元中，来自上海师
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等十所单位的专家们
就思政课“行走课堂”的内涵、价值等要素作
了阐释与交流。

在第三单元———“行走课堂”的实施路径
中，来自闵行区教育学院、闵行中学、马桥复
旦万科实验中学、北桥中心小学、四川省教育
科学研究院的五位专家分享了区域、 学校在
“行走课堂”实践过程中的宝贵经验。

过程中，闵行区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中
心秦书珩主任详细介绍了闵行区近年来针对
“行走课堂”所做的努力；闵行中学政治教研组
长周莺老师结合实际，阐述了学校在闵行区教
育学院的带领下，积极探索“行走课堂”实施路
径与措施，让其走宽、走深、走实；马桥实验学
校的梁洁副校长通过题为 《融学于行 寓教于
研》的报告，向与会人员分享了学校思政“行走

课堂”学科社会实践活动与任务设计的方法与
思路； 北桥小学的沈嘉俐校长从学校在开展
“行走课堂”过程中的认识、实践和思考三个维
度介绍北桥小学的实践经验。 几位一线专家老
师通过理论结合实际的方式，深入浅出阐述了
闵行区学校与教育单位近年来的成果，展现了
闵行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能力，得到了与
会专家们的高度认可。

会议最后，闵行区教育局领导表示，闵行
区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 始终着力强化思政
课立德树人关键课程的地位，他相信，此次会
议将大力推动闵行区的思政课改革创新工
作，也将促进全区的思政课建设再上新台阶。

行走课堂 实践育人
闵行区举行第四届教育学术节思政专场研讨活动

为了深入开展党史教育，传承和弘扬
红色文化，激发幼儿爱国主义情怀，近日，

嘉定区华江幼儿园开展 “学做小红军，勇
走长征路”游戏体验活动。 此次活动共设
置了军体拳、插秧、运军粮、飞夺泸定桥、

展望蓝图五个项目。

军体拳 虎虎生威：瞧！ 宝贝们眼中充
满了坚定的信念，认真地学着军体拳。 一
声声的“嘿”“哈”道出了幼儿的决心，更让
爱党爱国情怀深入童心。

插秧苗 我最能行：越过长长的田埂，

幼儿来到了稻田间，尝试自己插秧和收割
秧苗，在游戏体验中，幼儿感悟“红军不怕
远征难”的革命精神。

运军粮 勇往直前：运军粮，保安康。

“小红军”用最快的速度通过障碍，为红军
输送了更多的粮食，体会红军团结奋进的
集体精神。

扛着炸药包 飞夺泸定桥：“坚持就是胜
利。 ”幼儿以匍匐前进的方式抵达泸定桥，投
出了手中的手榴弹。 幼儿在情景再现中，身
临其境地学做“小红军”，不仅在活动中萌发
了爱国情怀，也在锻炼中增强了体质、磨练
了意志。

展望蓝图 传承红色精神： 通过观看视
频和红军英雄事例，幼儿燃起了浓浓的爱国
情怀。 最后，幼儿全体起立共唱国歌，在歌声
中体会到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

本次活动虽然已经落下帷幕，红色文化
的传承还在继续。 小小中国心，浓浓爱国情。

愿孩子们在祖国的怀抱里，在党的光辉照耀
下茁壮成长！

嘉定区华江幼儿园开展“学做小红军，勇走长征路”游戏体验活动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 是人民群众安
居乐业的家园，是创新社区治理的基础平台。

黄浦区小东门街道金坛居民区又迎来了新变
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集贤邨新装的智能充
电桩和居民手中的“菜篮子”。

以安装充电桩为契机，解决多个问题
“集中停放、遮雨车棚、感应照明、烟感报

警、消防喷淋、红外监控，这次加装智能充电
桩和车棚，可是一揽子解决了不少问题。 ”集
贤邨居民说到， 邨内有近百户居民使用电动
自行车，充电要求迫切。然而由于集贤邨建造
年代久，空间有限、设施不全，存在着严重的
消防安全隐患。

今年 4 月， 为满足居民停车和充电需
求，保障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集贤邨便
民集中充电桩安装项目宣布启动。 让居民
们意外的是， 自家小区的这个小项目颇受
关注：走访调研、协调听证、制定方案、查看
施工……项目进展过程中， 居委干部和居
民们常常能遇到区、街两级的领导，并且和
他们面对面就“充电桩装在哪儿、应具备哪
些功能”进行讨论。

7月上旬， 第一批车棚和充电桩投入使
用， 惠及集贤邨和周边老房子百余户使用电
动车的居民。 不料，就在当月，一辆使用违规
改造电瓶的电动车充电时发生了自燃， 并且
波及到旁边的车辆。 好在智能充电桩配置了
烟感报警和消防喷淋， 火势刚起来就淋了一
场“大雨”；邨内的保安听到烟感装置警报第
一时间提着灭火器及时灭火， 保护了居民的
人身、财产安全。

新鲜蔬菜送到家门口，买菜不再犯愁
由于旧改等多种原因，小东门街道辖区

内只有南部东江阴街一处大型临时菜场，距
离小区 1 公里以上，“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
蔬菜”成为北部居民最大的心愿。 “民以食为
天，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在小东门街道党工
委、 办事处的指导下，4月 28日， 覆盖了金
坛、白渡、天灯、新码四个居民区的老码头党
建网格成立专项工作组，通过 4个居民区内
资源共享，成功推动临时菜场项目落地：5月
9日起，每周二、周四、周日上午 07:30至 10:

30，孙桥农场产出的新鲜本地菜，都会准时
出现在集贤邨东门广场，供居民们选购。 有

了这一成功经验，在街道和区商务委、巨鹿
集团的通力合作下，复兴东路以北也有了临
时小菜场：每周一、周三、周五，小菜场设在
学院路东街路口；到了周二、周四、周六，则
设置在中华路老太平弄交叉处。 党员志愿者
叶国勇， 自 5月 9日起， 坚持为每次到临时
菜场提供志愿服务。 维持秩序、保持环境、为
有需要的居民搭把手， 叶国勇忙得不亦乐
乎，他说：“临时小菜场让我们在家门口吃上
了新鲜菜、平价菜、本地菜，能为临时小菜场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心里高兴。 ”

智能充电桩、临时小菜场，这个“高龄小区”的生活便利又安全

行走红色课堂 唱响强国之歌
闵行区黄浦一中心世博小学开展红色教育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