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城学校用最暖心举措抵御寒流
宿管帮忙晒被褥，不间断提供热水，学生不惧“最冷上学日”

昨天，上海中小学、幼儿园迎来2021年

最后一周的学习时光， 也迎来了2021年的

“压轴”寒潮，清晨的气温接近零下3℃。但

是，沪上学校未雨绸缪，从衣食住行全方位

关心孩子们胸口的温度、舌尖上的暖意：宿

管阿姨监督学生穿着是否保暖、 帮忙晒被

褥，学校不间断提供热水、热餐……“最暖

心举措”让校园成为学生“最温馨港湾”。

宿管阿姨帮忙晒被子，
守护学生们“胸口的温度”

崇明区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 昨天最

低气温已达零下5℃，而且部分学校是寄宿

制，如何为学生御寒，学校早早就制定好计

划，将暖心举措细致地落到实处。

为了保证42名寄宿学生吃到热腾腾的

早餐， 崇明区庙镇学校校长蒋东升和学校

厨师商量自制热豆浆， 让学生可以暖乎乎

地开启一天的学习。因为天气晴好，学生上

课时，宿管阿姨还帮忙晒被褥、晾衣服。“宿

管阿姨会细心地逐一检查学生的穿着。如

果发现学生穿得少，就会联系家长送衣服，

有的阿姨还把自己的衣服借给学生御寒。”

崇明区大公中学也有30多名寄宿学

生，校长陈俭告诉记者，学生晚自习时，宿

管阿姨就会开好宿舍的空调， 并且24小时

不间断查房，确保学生睡个安稳觉。

今年， 杨浦区教育局针对辖区内未普

及空调的35所公办中小学，进行仔细摸排，

制定“一校一方案”，最终，为559间普通教

室配置了840台空调。这个冬天，杨浦区公

办中小学实现空调全覆盖， 师生们都可以

温暖过冬。

杨浦小学分校副校长朱凯介绍， 周末

学校向家长发布了“温馨提示”，由于寒潮

来袭，学生可以不穿校服来校，选择更保暖

的衣物。昨天一天，杨浦小学三个楼面的教

室、办公室错峰开空调，学校已经提前改良

了供水系统，让学生有热水洗手，能随时喝

到热水。在宝山区美兰湖幼儿园，幼儿到校

后都有温暖的热水洗手，教室里，老师会不

时检查，确保每个学生的小手都暖暖的。

科学膳食，为学生、幼
儿送上“舌尖上的暖意”

为了应对寒潮， 中国福利会托儿所为

所有来园的幼儿早早准备好了热乎乎的冰糖

红枣嫩姜水、冰糖胡萝卜陈皮水。托儿所所长

方玥说， 食堂提早根据天气调整了营养膳食

搭配，提供红薯烩牛柳、葱爆小肥羊等驱寒的

特色营养午餐。

“为孩子提前准备好棉衣、棉帽、棉鞋、手

套等防寒衣物，外出时戴帽，避免头部受寒。

请家长让孩子穿防滑的鞋子， 降低滑倒的可

能性……”周末，普陀区万里城实验幼儿园就

通过微信公众号，给每一位家长推送了《寒潮

来袭，安全守护》的小提示，其中特地提及，除

了特殊原因外， 家长们应坚持送孩子上幼儿

园，不仅可以培养幼儿的坚强意志，又能增强

幼儿的抗寒能力， 提高机体免疫力。 昨天一

早， 园长叶冠鸿就站在园门口迎接每一个来

园的幼儿，她惊喜地发现，请假者寥寥，连小

班幼儿也基本都按时到园。

叶冠鸿说， 这周幼儿园营养膳食主要以

“补肺益气、宁心安神”的食物为主。早早备好

的 “蛤蜊萝卜丝汤”“山药小米粥”“牛奶枸杞

银耳羹”等食物既开胃，又滋润养肺，而且富

含微量元素和纤维素。此外，幼儿园还为一些

体弱的幼儿准备了预防感冒的营养水。

而在上海市松江一中， 为了确保每个学

生都能吃到热乎乎的午餐、晚餐，这几天，校

长潘建荣在食堂里反复做一个动作———摸摸

每个学生的餐盘。“确保学生们吃上热饭，守

护他们舌尖上的暖意。”

“小动物防寒操”提升学
生健康体质

记者发现， 相比于窝在教室里吹空调，

更多的学校通过运动让学生抗寒 ， 让校园

“升温”。

昨天上午第一节课的下课铃刚打响，同

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1500余名师生就走出

教室，来到操场，开始每天的“课间健康跑”。

动感的乐曲、整齐的队列、有力的步伐……红

色跑道上，师生们的运动热火朝天。

“虽然今天很冷，但这样跑一跑就暖和多

了，我和同学们都非常欢迎‘课间健康跑’这

样的活动。这不仅锻炼了我们的体能，增强了

我们的耐力， 而且跑步健身过后还会有更多

的活力和激情来听讲接下来的课程。”学生周

炬辰说。

昨天， 松江区第五小学的户外升旗仪式

调整为室内进行，但是早自习时，学校体育老

师带领学生做起了自创的防寒操，3分钟有趣

的“小动物防寒操”让孩子们忘记了寒冷，再

搭配合理膳食，以此提升学生抵抗力。

居民为工人送上热姜茶
本报讯 （记者唐玮婕）寒潮突袭申城，在浦东新区塘桥街

道，塘桥小区、南泉小区、塘桥新路 223 弄小区正开展综合整新

工程。 这几天，为了让小区在新年到来之际面貌一新，工人们冒

着寒风， 紧锣密鼓地赶着施工。 看在眼里的小区居民也行动起

来：在家里煮上几大壶老姜茶，送到工人们手中，帮着御寒。

一杯热姜茶看似微不足道，却让人格外温暖。 昨天，塘桥小

区居民章建勤又起了个大早， 把刚煮好的老姜茶送到正在施工

的工人们手上。 “我们小区建成较早，所以房屋普遍存在屋顶渗

水、外墙面破损渗水的情况，大家对综合整新期盼已久，而今年

10 月终于盼到了工程开始实施， 所以我们很感谢这些工人师

傅，知道今天会有大降温，就特意煮一些热茶，让他们能喝上几

口，暖暖身子。 ”章建勤说。

这份心意与施工方浦建集团不谋而合， 他们准备了一批慰

问品，包括保暖用品、日用品等，上门慰问小区里的生活困难群

众、独居老人等。 浦建集团李刚表示：“我们在此施工，难免会打

扰居民生活，但大家都对我们非常理解、支持，很感谢，我们也希

望尽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关爱需要帮助的群体。 ”

居民与施工方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不仅源自党建共建，也

依靠科学合理的工作模式。目前，塘桥街道已探索建立了居民全

流程参与的综合整新模式，小区修缮内容由居民自己定，工程实

施由居民监督，修缮验收也有居民参与其中，提高居民对旧住房

修缮工作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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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地菜”未受明显影响
本报讯 （通讯员李谆谆 记者张懿）强力寒潮让市郊最低

气温持续处于“零下”，市民“菜篮子”是否安稳成为人们的关切。

记者昨天在松江区蔬菜种植基地探访发现， 蔬菜供应量目前基

本保持稳定。

上午 9 点，在泖港镇兴旺村的家庭农场，正在田间走访的松

江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蔬菜相关负责人唐纪华向记者介绍，为

保障包括设施菜地在内的蔬菜基地安然抵御寒潮， 前期农业部

门已开展抗灾指导，包括指导农户加盖农膜，加强大棚保温，同

时积极抢收露天的“稻茬青菜”。虽然此次寒潮来势汹涌，但目前

“露地菜”长势未受到明显影响。

而在采收和供应方面，虽然 6000 余亩露天“稻茬菜”的采收

面临低温和菜价走低等不利因素，但因为有 5000 余亩设施菜地

作为支撑，整个松江的蔬菜供应量基本稳定，保持在每天七八十

吨之间。

青浦 24小时巡查防路面结冰
本报讯 （记者张天弛）昨天，申城迎来本次寒潮最冷的一

个早晨。青浦区 35 名道路养护应急人员顶着刺骨寒风，在-2.3℃

的低温环境中，巡检区内各条国省干线、市政和村里的重要道路

是否存在低洼积水情况，防止路面结冰，确保道路交通安全。

据上海青发市政管理有限公司道路养护部部长贾世文介

绍，这几天，为保障市民安全出行，青浦区 35 名应急人员分为 7

组，24 小时开展路面巡查，另有 125 名人员随时待命。 这些养护

人员在寒潮来临前，已完成对所管养区域设施的全面排查，开展

多次冰冻雨雪应急工作薄弱环节和安全隐患检查和排摸。 寒潮

来袭后，又加强了对易积雪积冰路段等重要设施的检查、维护，

加大路面巡查频率，及时清扫路面积水等情况，防止因路面积水

造成结冰，保障道路畅通。

“这几天的最低气温都持续在零摄氏度以下，为应对冰冻天

气，我们的应急物资也已全部准备就绪。”贾世文说，除了应急物

资外，撒盐车、清扫车以及其他应急车辆等 20 多台也已调试完

毕，发现问题立即开展应急工作。

■本报记者 张鹏

闯“江湖”逛“里弄”，解码申城消费创新内核
（上接第一版）鲁敏说，当时团队一直在做

“头脑风暴”， 发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武

侠梦 ，“我印象最深的电影是 《新龙门客

栈》，当时就铆足劲要把想法落地。”这个项

目经过多轮讨论，原本的主题是“清明上河

图”，直到装修前最后一刻才改成“江湖”。

距离太阳宫不远的地方， 北外滩来福

士 7 月开业迎客， 这里面也有一处沉浸式

主题街区，名曰“里弄”，同样出自这个上海

团队。 “里弄”1∶1 复刻了上世纪 90 年代提

篮桥地区的模样， 老弄堂、 老物件一一重

现，就连因为搬迁而“消失”的“郭大王净素

坊”“提篮桥葱油饼”也都原样回归。最近几

天，上海气温骤降，“里弄”的屋顶积上一层

厚厚的雪———场景随着现实变化而变化，

细节里能看到策展方的用心。

闯“江湖”，逛“里弄”，虽然这两个沉浸式

场景截然不同，但背后的城市记忆、人文情

怀、市井烟火气息却可直抵人心。用鲁敏的话

来形容，主题街区的切口虽小，但能产生全年

龄段的情感共鸣，而在体验之中，商业自然呈

现，流量带来的消费动力十分可观。

在合作中共创，解决难题
过程成创新起点

太阳宫开业前一周， 上海举行了一场

重点消费地标和品牌首店签约仪式， 共涉

及 14 个区、15 个重点消费新地标和 12 家

品牌首店。 过去几周，上海久光中心、松江

印象城、 博荟广场 ONE EAST、 前滩太古

里、天安千树、西岸凤巢等相继开业。

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破题， 上海

很清楚要“塑造消费地标，培育首发经济”。

“在这些新的地标和新的首店中，能找到未

来商业的创新密码。”市商务委商贸处处长

居新平认为， 它们提供了更好的消费体验

之所 ，也更重视模式创新 ，冲浪 、滑雪 、市

集、文化等新业态、新模式涌现，为商业发

展注入新动能。

业态创新，执行比创意本身更难，但解

决难题的过程 ，又往往变成创新的起点 。

鲁敏给记者举了个例子， 城市集市所创造

的沉浸式场景里自带商业， 却面临与商场

招租项目 “抢生意” 的尴尬。 怎么办？ 团

队后来想到了解决方案， 把街边的网红店

“请” 进商场， 比如 “江湖” 里的 “夜包

子”、 “里弄” 中的 “提篮桥葱油饼” 都

属于这类。 这些小商小铺可不好请， 有时

候团队说服不动老板， 便绕着弯找他们的

儿女，承诺提供“拎包入驻”的服务，才换回

消费者眼前一亮的“回忆杀”。

在多个场景的打磨中，鲁敏认为，更多

的合作共创能为商业带来不竭灵感。在“江

湖 ”中 ，有一家名为 “吴江路点心铺 ”的摊

头， 只卖锅贴， 但很少有人知道店主就是

“小杨生煎”的老板。 原来，在洽谈合作时，

团队发现周边小杨生煎门店太多， 而品牌

则希望有新的尝试， 最后双方通过新的场

景来试水新的业务，或许，未来就会因此孕

育新的首店。

注入文化元素，创设更有
共情力的商业

上海是全球商业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这里大约有 300 家规模以上的购物中心、

6500 多家便利店 ， 竞争高度激烈 。 唯有

不断更新， 商业才能满足消费者对于美好

生活的向往， 这也是判断一座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标准之一。

鲁敏团队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力求在

场景的更新中不断融入新的内涵 。 这两

天， 中山公园龙之梦二楼 “度假风秀场”

将全新亮相， 围绕 “不出城的度假胜地”

展开叙事； 明年， 北外滩来福士的主题街

区二期还将引入 “少年宫” 主题， “未来

的街区设计里， 我们将缩小餐饮比例， 加

入文化、 艺术、 剧场等元素， 创设更有共

情力的商业”。

比如， “少年宫” 将引入代表海派文

化的上海滑稽剧团驻场表演。 说起来， 合

作的灵感来自一次邀约 ， 在北外滩来福

士开业首月 ， 城市集市每周六都会邀请

滑稽剧团来开展零距离互动演出 ， 结果

自创剧目 《里弄里向 》 深受年轻人追

捧 ， 这让滑稽剧团负责人深有感触 ： 过

去他们极少以这种形式走出来 ， 但试水

过后 ， 发现艺术竟然可以用另一种方式

迎来新生。

鲁敏说， 团队后来在设计 “少年宫”

主题时 ，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上海滑稽剧

团 ， “他们有内容 ， 我们有渠道 ， 双方

一拍即合”。

市商务委主任顾军表示， 今年上海发

布新一轮 “上海购物” 三年行动计划， 明

确了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点方

向， 既要注重优化供给内容， 也要注重创

新消费场景， 促进会商文体联动， 让在上

海、 来上海的每一个消费者都能感受到这

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消费市场的潜力、 活

力和魅力。

2021哪一部是你心中的走心好剧？
（上接第一版） 后者则将从 1921 年到

1953 年之间超过 30 年的历史进行爬

梳，呈现给观众最精华的部分，既有对

思想路线的勾勒、对战争场面的描写，

更有对历史人物革命情怀细腻情感的

刻画， 将一种用生命和热血铺平道路

的英雄主义气概展现在荧屏上。 而电

视剧播出之后跨越年龄世代阻隔的集

体审美图景分明喻示着： 历史是人们

精神生活的原乡， 那些照耀历史的思

想光芒同样会点亮人心。

在《山海情》里，这样的人是一群

改天换地的行动者。 观众看到在这块

贫瘠土地上艰难讨生活的人们， 是如

何在党的政策的引导下依靠自身的努

力， 一步一步摆脱贫穷， 也看到陈金

山、凌教授、杨县长、张书记等，是如何

将自己的智慧、 才情与青春热血奉献

给了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事业， 自己

的人生价值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再

确认。每个人都闪耀着光芒，聚是一团

火，散是满天星，用他们对土地最深情

的凝视唤醒了根植在每个中国人心中

的乡土情结。

在《功勋》和《理想照耀中国》里，

这样的人是一群不在乎隐姓埋名的奉

献者。 《功勋》剧如其名，讲述八位“共

和国勋章”获得者的故事。严谨的史实

与人物考证为剧作赋予了历史的厚重

和人物的光辉， 八位功勋人物是时代

英雄， 更是千千万万为了党和人民事

业作出贡献的杰出人物的代表， 在他

们身上，凝结了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

个民族穷且益坚的精神底蕴。《理想照

耀中国》则以总共 40 集的篇幅讲述建

党百年来涌现出的 40 个动人的先进

人物，既有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

道，也有北京奥运会女子柔道队陪练；

既有革命时期的舍生忘死， 也有当今

时代的砥砺前行； 既谱写了中国人的

精神史诗， 也书写了中国人心中对于

“理想”的定义。

在《叛逆者》里，这样的人是一群

共产主义信念的淬炼者。 而主人公林

楠笙信念淬炼的历程， 恰是建党百年

来中国现代革命的艰难曲折性的一种

影像美学置换———只有历经百年的血

与火的生死考验， 这种现代革命信念

才会真正淬炼成功。 全剧因此恰如一

面生动感人的镜像， 映照出百年来中

国革命的曲折过往以及其中展现的坚

韧不拔的信念追求画卷。

不要害怕生活，因为生
活就是美好本身

“不要害怕生活！”在《卡拉马佐夫

兄弟》的结尾，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的

读者这样说。

而今年一批反映当下生活的电视

剧则告诉我们，世界也许并不美好，但

生活就是美好本身。

哪怕这样的生活充满了离乡背井

的艰难和考验———《我在他乡挺好的》

以四个女孩的经历勇敢、大胆、真实地

切入了外乡人不如意的日常生活，然

而在各种接踵而至的混乱之中， 我们

感受到的不是绝望， 而是若隐若现的

人性暖光。由此，全剧成为给所有迎难

而上的人献上的一缕温情， 是对生活

艰辛的最大治愈。

哪怕这样的生活意味着上有老下

有小的鸡飞狗跳———《小舍得》以“小

升初”的升学话题做引子，映射中国万

千家庭的喜怒哀乐。 创作者带我们倾

听不同的成长心跳， 力图以教育的多

棱镜照见更多“爱”的觉醒；同时又将

我们所有人的面容放大， 将那些既普

遍又特殊的欢乐与悲愁显示出来，让

我们看到， 那种看上去由焦虑推动的

生活，仍然是有待发现的生活，值得我

们用一生去学习对它的反思， 一如学

习对它的热爱。 《小敏家》将镜头对准

了都市里那群际遇动荡却依旧向阳而

生的中年人，在摹写中年人的社会、家

庭角色之外， 注重勾画他们的身份认

同和精神之地， 以细腻的细节和表演

铺展人到中年的纠葛， 也成全风雨路

上的暖意。

哪怕这样的生活有时候有一片阴

云笼罩———《扫黑风暴》从社会真实中

提取素材，不避讳，不粉饰，然而真实

的落点不在 “黑 ”与 “恶 ”，而在 “扫

黑 ”与 “除恶 ”。从第一集的坚定信念

与复杂形势并行 ， 到最后在带有纪

实感的影像中呈现正义的审判 ，28

集的过程在一种现实主义的图景中

展开 ，用真实的力量来引导人向上、

向善、向前。 向内，它让人引以为戒，

为人性走出幽暗点一盏灯； 向外，它

让人感知社会在进步、 正义虽迟到但

不会缺席。

浦东

松江

给农户送去“防寒防冻指南”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为了保证本市蔬果持续供应、市场

稳定，崇明区的农户早已做足了御寒准备。目前，崇明区有 43 家

蔬菜规模化签约基地，近期绿叶菜日均上市量约 500 吨。

在位于竖新镇的上海静捷蔬菜专业合作社， 加工包装车间

一派忙碌景象。工人们在蔬菜大棚、包装车间内忙着采摘、打包、

称重、装车，加工流水线全天候运作。恒温储藏室内，数百箱小青

菜、生菜、西兰花等新鲜蔬菜也整装待发。

据介绍，合作社未雨绸缪做好了抢种抢收、保温等准备。 再

加上“自有基地+采后加工+物流配送+农企对接”的订单农业模

式，合作社基地之间互帮互助、订单共享，确保蔬菜能尽早运往

市区，确保蔬菜生产不断档、供应有保障。

不少农户透露，在接到寒潮预报后，大家立即采取了应对措

施。 除了加盖薄膜，抢收蔬菜也是防寒防冻的关键举措。

为防止蔬果被冻伤， 崇明区农业农村委还给农户们送上了

一份“农业防寒防冻指南”，通过微信发布、积极下派技术人员深

入生产一线、实地指导生产种植等方式，切实做好蔬菜、果林、禽

畜的防冻保暖以及生产指导，全力做到稳产量、保供给，守好市

民群众的“菜篮子”。

崇明

①

④

③

②

①家长为小朋友做好防寒保暖准备。②昨天白天虽然阳光

“在线”，但升温效果有限，最高仅 4℃。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③昨晨，杨浦交警在黄兴路隧道口铲除路面结冰。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④市民游客“全副武装”出行。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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