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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陆益峰 周辰

综合 公告

（上接第二版）

夯实机关基层党组织，锻
造坚强战斗堡垒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74万多个基

层党组织、780万多名党员，这是机关工

作的宝贵组织资源和组织优势。各级

机关以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为抓

手，从基本组织、基本队伍、基本活动、

基本制度、基本保障严起，推动机关党

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优化设置，严密党的组织体

系。各级机关积极健全基层党组织，促

进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制定实施基

层党组织建设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

划。北京等地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同步

调整机关党组织设置，进一步理顺党组

织隶属关系。广东严格执行机关基层

党组织任期制度，指导各地建立换届选

举工作台账、任职谈话工作台账、基层

党组织负责人调整沟通工作台账。

——严管厚爱，加强党员教育管

理。各级机关党组织认真落实组织生

活基本制度，从严教育管理党员，着力

打造高素质党员队伍。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出台《中央和

国家机关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的若

干规定（试行）》，推动组织生活做到经

常、严肃、认真。黑龙江持续开展学理

论讲话、学政策业务、学科技知识活动，

提升机关党员干部专业化能力。

——抓细抓小，强化日常监督。各

级机关党组织坚持严在日常、抓在经

常，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推动建设风清

气正的政治机关。

上海各级机关严格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纠四风树

新风，让党员干部集中精力抓主业、干

大事。商务部将有行政审批权、监督执

法权的岗位作为重点，制定党员干部构

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行为规范。

——选优配强，建设过硬党务干部

队伍。各级机关把党务岗位作为培养锻

炼干部的重要平台，充实力量、激发活

力，使党务工作既成就事业又成就人才。

安徽围绕机关党务干部的选配、任

免、培训、交流、考核和激励关怀提出20

条具体举措。河南对新任机关党委书

记、专职副书记、副书记人选设定标准，

严把党务干部入口关。

牵住责任制“牛鼻子”，推
动机关党建提质增效

“有些市级机关的党建工作做得还

不如基层，这种情况一定要改变”“机构

改革后对所属单位党建工作分类指导不

够，党建品牌特色不突出”……基层党建

述职评议会上的辣味点评让在座的一些

机关党组织书记红了脸、出了汗。

党的十九大以来，各级机关牢牢牵

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坚持“书记抓、

抓书记”，推动党员领导干部切实扛起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种好党建“责任田”。

山西印发机关党建工作“四级四

岗”责任清单，明确“四级”党建责任主

体的工作职责以及各单位党组（党委）

书记的第一责任人职责。江苏制定单

位党组（党委）落实机关党建领导责任

实施办法，推行党组（党委）书记项目，

发挥“头雁效应”抓落实……为推动责

任落实，各级机关广泛结合实际制定党

建工作责任清单，形成职责清晰、任务

明确的党建工作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现在，有的部门党建工作沙滩流水不

到头，主要是责任没落实到位、搞‘高空

作业’。”明确了责任，形成了制度，关键

在于落实。如何防止责任制度成“橡皮

筋”“稻草人”，产生“破窗效应”？

一方面，各地各部门普遍建立机关

党建督查制度，严督实导传导压力，用

好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这个“指挥

棒”，环环相扣督促党员领导干部守土

尽责。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开展党的建设

专项督查，推动中央部门单位抓好工作

落实。宁夏区直机关工委建立“三级三

长”责任制，成立8个党建指导督查组，实

现督查指导日常化、全覆盖。天津把随

机暗访抽查作为推动党建工作的重要方

法，不打招呼、一竿子到底深入党支部抽

查督办和明察暗访，对发现的问题在基

层党建述职评议会上点名通报。

另一方面，各级机关以巡视巡察整

改为契机，举一反三补齐弱项短板，不

断推动机关党建工作提质增效。

浙江专门通报巡视巡察、集中督

查、正风肃纪抽查等发现的机关党建问

题，并将发现的问题录入智慧党建系

统，督促各单位及时整改销号。甘肃省

委相关部门建立沟通协调机制，汇总分

析被巡视单位机关党建共性问题和个

性问题，帮助单位党组（党委）找准症

结、明确整改路径措施……

乘风破浪谱华章，风劲正是扬帆

时。新时代新征程上，各级机关党组织

和广大机关党员干部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奋发进取、务实笃行，以实际行动

自觉践行“两个维护”，努力建设让党中

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推动机关各项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坚持走在前作表率 彰显政治机关本色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

飘……”昨今两晚，上海芭蕾舞

团“传家宝”——芭蕾舞剧《白

毛女》在湖南长沙梅溪湖国际文

化艺术中心连演两场。熟悉的曲

调回荡在剧场，引领观众回首往

日岁月；“北风吹”“红头绳”等

经典舞段再现舞台，承载着几代

中国人的集体回忆。20天里，

上芭还将携《白毛女》赴武汉、

西安、呼和浩特、榆林、银川等

城市进行巡演。

这部实现了中国芭蕾舞剧

“从无到有”划时代进程的经典

作品是如何诞生的？1964年，

上海舞蹈学校受到当时戏曲界纷

纷排演改编或新编现代戏的影响

和启发，决定将久演不衰的歌剧

《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剧，在

上海舞蹈学校第一任校长李慕林

的领导下，成立了编导胡蓉蓉和

作曲家严金萱等人组成的创作小

组。从反复观看同名电影，到着

手适宜于芭蕾表演的改编，从剧

情到音乐再到编舞，最终创作小

组拟定出“先片断，后全剧”

“边试验演出，边修改提高”的

总体方案。经过4个月的创作和

排演，芭蕾舞剧的最早雏形——

由蔡国英、顾峡美等主演的小型

芭蕾舞剧片断《白毛女》，在当

年5月的“上海之春”文艺汇演

期间进行了实验性演出。通过芭

蕾演绎富有浓郁民族特色舞剧情

节的崭新尝试，引起观众强烈的

感情共鸣。

芭蕾舞剧《白毛女》流传半

个多世纪，它既运用了西方芭蕾

的语汇，又吸收了大量民族民间

舞、传统戏曲以及武术等素材。

音乐上采用了管弦乐与民族器乐

相结合的形式，吸收了大量华北

地区民歌为素材，富有鲜明的民

族风格和浓郁的生活感。今天，

上海芭蕾舞团延续着红色情怀，

推出了 《闪闪的红星》《宝塔

山》等原创芭蕾舞剧，不断探索芭蕾舞剧中国美学的全新

表达与呈现。

对上芭人来说，这部“传家宝”作品是初心，是血

脉，是情怀，每一代“台柱子”都要经历《白毛女》的考

验。在长沙站巡演的舞台上，扮演“喜儿”的是23岁青

年演员冯子纯，00后演员郭文槿饰演“白毛女”一角。

“2019年6月26日，我在国家大剧院第一次登台跳

‘喜儿’，一辈子都忘不掉。才站到侧幕条，我的心口怦怦

直跳；等大幕一拉开，反倒不慌了，心里只剩下角色。”

冯子纯回忆，当时的舞伴是上芭主要演员张文君，“君哥

很有耐心，一直陪着我练，还给我讲解每个动作的要领和

含义”。“老带新”“戏带人”是上海芭蕾舞团的艺术传

统，郭文槿的戏是首席演员范晓枫手把手教会的。在团长

辛丽丽和排练老师钟闵的指点下，年轻演员一点点学习动

作表演，一步步走进角色的心里。“随着剧情展开，最初

天真可爱的喜儿变得越来越坚韧，那股劲儿简直要冲破甜

美的外表。每次在舞台上演绎情绪剧烈变化的过程，我都

觉得过瘾。”冯子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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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长假后，浦东三林中学北校的学生们

走进校园，发现教学楼大厅一隅被“装扮”成

一间上海旧式里弄的客堂间。

屋内墙上挂着一幅《永不消逝的电波》中

李侠原型之一秦鸿钧烈士的油画肖像，贴着

一封李克农写给原中央特科成员李士英的信

函，窗棂前的旧木桌上放着一张中央特科行

动队队员英勇就义前的五人合影。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也是党领导隐蔽战

线斗争的伟大起点。1927年11月，中共第一

个比较成熟的情报保卫专门机构——中央特

科在上海建立，成为保卫党中央、服务党中央

的“红色堡垒”。在中央特科成立95周年纪

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携

三件馆藏珍品首次公开露面，举办“足迹 ·见

证——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馆藏珍品展”，并

以微展览形式走进校园，向青少年学生讲述

隐蔽战线的红色故事，馆校合作传承红色基

因，增强全社会国家安全意识。

油画背后的故事，让青少年
深受震撼和教育

秦鸿钧烈士肖像的背后，深藏着一段惊

心动魄的隐蔽战线斗争史和可歌可泣的英雄

故事。

秦鸿钧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一

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受组织指派在上海设立

秘密电台，负责搜集情报和通讯联络等工

作。上海解放前夕，遭国民党特务逮捕入

狱。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始终严守党的秘

密。1949年5月，他与李白、张困斋等被反动

派杀害于浦东戚家庙。

当年8月28日，三位烈士的追悼会在交通

大学文冶堂举行。交大学生为追悼会连夜绘

制了三烈士油画，悬挂于会场正前方。会后，

秦鸿钧夫人韩慧如将秦鸿钧油画一直珍藏，后

于本世纪初捐赠给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

据介绍，由于是连夜绘就，从笔触中似乎

能看出当时的匆忙，但画中秦鸿钧烈士紧抿双

唇、目光灼灼。学生们观展后深受震撼和教

育。柯宇昊同学表示：“看了《永不消逝的电

波》这部戏，我知道主角李侠是有原型的。参

观展览才了解到，秦鸿钧烈士就是人物原型之

一。他在上海建立地下电台、传递情报、被捕

后宁死不屈的故事，让我很感动——是先辈们

的流血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老照片、书信，根植共筑国家
安全的“种子”

“慷慨就义的他们，面容严肃，眼神中满

是坚毅。”邵涵同学端详着中央特科行动队队

员英勇就义前的五人合影，努力从中寻觅跨

越百年的红色信念、革命信仰。

“这张照片和这封信，都和中央特科老前

辈李士英息息相关。”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工

作人员介绍，此次微展览布置的上海旧式里

弄客厅，复原的是李士英曾经的办公室。

1950年，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李士

英，在查阅敌伪档案时发现了一张中央特科

牺牲队员的照片。看到那些熟悉的战友面

孔，一下子勾起了回忆，他含泪将照片翻印，

从此贴身珍藏。

“李士英一直在为当年牺牲的中央特科

成员奔走，这封信就是最好的见证。”三林中

学“红领巾讲解员”吕佳莹这样介绍。1961

年10月，原中央特科成员、长期担任情报保

卫部门重要负责人的李克农，在生命最后时

刻给李士英写了一封信，委托他继续搜集中

央特科的材料。李士英及后人一直将此信珍

藏，并连同上述照片一起，于2021年捐赠给

了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

三林中学北校校长徐维斌表示，此次送

展到校，把课堂从教室搬到微展厅，在场景中

教学，更好地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增强他们

的国家安全意识。

“选择三林中学北校作为馆藏珍品的首

展地，是因为秦鸿钧等烈士当年牺牲在浦东，

让同学们从党的光荣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和

智慧。”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负责人表示，为

更好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传承和发扬我

党隐蔽战线的优良传统，国家安全教育馆将

通过送展进校、馆校联动等形式，用好隐蔽战

线红色资源。接下来，还将推出情景剧、微课

堂、知识竞赛等内容，邀请更多青少年走进教

育馆，引导大家树立“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理

念，共同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一幅油画、一封书信、一张老照片，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馆藏珍品首次走进中学校园

三件革命文物讲述“红色堡垒”信仰故事

本报讯 （记者李晨琰）记者日前从上海市儿童医院
获悉，该院已实现数字人民币在门急诊及出入院处的应

用。今后，患者在收费窗口及线下自助设备进行预约挂

号、门诊缴费等就医服务时，可以选择使用数字人民币

支付全部医疗款项。据统计，9月1日-13日上海市儿童

医院门急诊共产生数字人民币交易 42笔，累计支付

4452.68元。

作为上海“便捷就医服务”数字化转型2.0工作的试

点医院，上海市儿童医院破局数字人民币医疗支付场景，

对所有线下窗口及自助设备进行升级，打通数字人民币

App发起的支付、扫码等业务形式全覆盖，为患者就医架

起方便、安全的数字人民币支付服务桥梁。

据院方介绍，数字人民币具有高抗风险系数的同时，

满足了大众对电子支付可控匿名的需求。无需绑定银行卡

和身份证，即可通过数字人民币App开通匿名钱包。同

时，还能建立各电商平台的子钱包支付，用户信息均被

加密，既有利于保护个人隐私及用户信息安全，又能在

发生违法资金收付时具备可追溯的条件，提高识别效率

和精准度。

下一步，上海市儿童医院将持续深化智慧医院建设，

在医疗付费一件事上持续完善医疗服务流程、注重数字

改革创新，提升民众支付结算的便利性、安全性和交易

效率。

市儿童医院开通数字人民币支付
“志超侬对我最知己，志超我唯一希望只

有侬，愿与侬永远在一起……”昨天上午松鹤

园中戏音缭绕。在沪剧泰斗王盘声诞辰百年

追思会上，“王派”弟子在细雨中接力唱起恩

师代表作《碧落黄泉》中沪剧经典名段“志超

读信”，寄托对先辈的深切思念。沪剧界素有

“十生九王”的说法，即十个小生九个是“王

派”。六年前的9月14日，上海白玉兰特殊贡

献奖获得者、沪剧大师王盘声逝世，但其高超

的艺术造诣和高尚的品德至今深刻影响着当

代沪剧人。

轰动上海的“志超读信”，源
自对艺术的精益求精

“老师是喧嚣世界里一位纯粹的艺术

家。”忆起恩师，沪剧名家孙徐春难掩泪水。

“我在《昨夜情》里有一段‘苏明读信’，老师逢

人便说‘徐春的苏明已经超过了志超’，嘉许

背后是老师对我们一代代‘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的殷切期望。”

1974年，孙徐春考入沪剧院学馆，快毕业

时，丁是娥为增强学员的基本功，提出“大唱基

本调”。就这样，孙徐春向王盘声学习了第一

首唱词“粮食本是宝中宝，人民生活少不了”。

“‘十生九王’——这么多人选择唱王派，这是

艺术的自然选择。”在孙徐春看来，“王派”能产

生广泛影响力有其必然性。“‘王派’唱腔潇洒

飘逸，说中有唱，唱中有说。听上去不复杂、不

花哨，却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他表示。

王盘声始终对传统戏潜心揣摩，并在其

中加入自己的理解。老戏《新李三娘》中的唱

段“刘智远敲更”便是一例，他将“敲更”唱段

的速度减慢，在琴师的配合下，13拍半的“长

过门”使人物情感的表达更细腻真切。沪剧

《碧落黄泉》刚开始演出时，王盘声觉得并不

满意，尤其是“志超读信”。他反复琢磨，将原

本只有八句唱词的“诀别长信”扩为76句。

写完这份长信，王盘声又琢磨该用何种唱腔

演绎，创新地采用“慢节奏快唱”的方法，并首

度尝试男女腔混合的唱法。改版后的《碧落

黄泉》再次演出，“志超读信”轰动上海。

不为浮名所惑，不为物欲所累

“我远远地看到他，戴着一顶军帽、穿着

一身军衣，裤管一高一低。”沪剧表演艺术家

马莉莉至今对第一次在上海火车站见到王盘

声的场景记忆犹新。对于当时二十出头的她

来说，王盘声是一个需要“仰着头看”的大师，

却又那么和蔼可亲。那一天，二人坐上火车

前往北京，共同为沪剧移植《红灯记》做准

备。剧中，王盘声饰演“李玉和”，马莉莉扮演

“铁梅”，二人的“父女情”就此持续了三年。

马莉莉与王盘声先后共合作过四部戏，最后

一次是在1999年，王盘声以76岁的高龄助阵

马莉莉工作室制作的《宋庆龄》。令马莉莉感

动的是，当时剧组前往长沙参加艺术节，先生

和其他演员一样坐硬卧、吃盒饭、住招待所。

“王老师的一生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

人。作为后辈，我们要学习他的戏，更要学习

他的为人。”

不为浮名所惑、不为物欲所累。王盘声

在生活中也是一门心思都在沪剧上，不拘小

节甚至不太会照顾自己。孙徐春回忆说：“有

次在吃饭时，桌上有盘清炒鳝丝。我们都觉得

味道不太对，但老师在讲唱腔，边说边吃，浑然

不觉，直到我们实在忍不住提醒他才发现。他

灵魂上就是剧中的人，生活里只有艺术。”

文慧沪剧团团长王慧莉告诉记者，在王

盘声诞辰百年之际，剧团不久前特别复排演

出了“王派”代表作之一《断线风筝》。其中，

“王派”弟子杨音接过先师衣钵，在剧中饰演

谢格拉德教授一角。上世纪80年代末因为

戏曲市场不景气，杨音曾一度离开舞台。“当

时老师特地赶到苏州来看我，希望我‘回

来’”。杨音动情地对记者说：“这句话是我重

新捡起沪剧最大的动力。”也正是这部《断线

风筝》让杨音拿到了白玉兰最佳表演艺术

奖。“我叫你回来没错吧！”伴随着近年来戏曲

传承发展的欣欣向荣，老师在后台的这句话

仍不时萦绕在杨音的耳边。

王盘声诞辰百年追思会昨天举行

雨中接力“志超读信”深情追忆沪剧泰斗

王冕：
2022年2月22日，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对温州核心建成区西部生态新城有机更新

项目（鹿城工业区板块）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实施征收的决定》(温鹿政发〔2022〕5号)并予以公告。
你户坐落于温州市鹿城工业区星际路25号的工业厂房位于该项目征收范围内，现因该工业厂房的初
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房产评估报告在送达过程中无法联系到你本人，一直由你母亲徐爱英（其未能
出示厂房所有人的授权委托书）出面与征收实施单位双屿街道办事处进行对接，现以登报公告的方式
送达，请你户自公告发布日起10个工作日内联系双屿街道办事处，逾期未联系的，即视为送达。

前期，双屿街道办事处已于2022年7月27日将上述厂房的《初评》、《资产评估报告》（编号：弘新资
评报[2022]071号、弘新资评报[2022]080号）、《房产评估报告》（编号：温佳房估[2022]第CA56-0622号）
送达你母亲，且告知异议、复核、鉴定的权利。现为充分保障被征收人权益，特告知你户如对《初评》、
《资产评估报告》有异议请在送达之日起提出；如对《房产评估报告》有异议请在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
原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申请需以书面方式提交；如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
起10日内向温州市房屋征收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王冕：鹿城工业区星际路25号，建筑面积4510.39平方米（权证号：温房权证鹿城区字第425489
号、第432016号），占地面积1544.72㎡（权证号：温国用（2006）第1-12238号），房地产评估价14755063
元，资产评估一次性搬迁损失费663108元，资产评估机器设备净值1855490元。

地址/电话:温金公路138号，电话：0577-88776712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双屿街道办事处 2022年9月14日

公 告

排列5第22247期公告
中奖号码：44687

每注奖金100000元

排列3第22247期公告
中奖号码：446

直选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3每注奖金346元

组选6每注奖金173元

超级大乐透第22106期公告
中奖号码：16+17+21+28+32 04+07

一等奖 4 8148482元

一等奖（追加） 1 6518785元

二等奖 71 189339元

二等奖（追加） 21 151471元

三等奖 253 10000元

四等奖 760 3000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817054416.65元

体彩公报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本报记者 宣晶

六年前的9月14日，上海白玉兰特殊贡

献奖获得者、沪剧大师王盘声逝世，但其高

超的艺术造诣和高尚的品德至今深刻影响

着当代沪剧人。 （资料照片）

▲展览一角摆放着中央特科行动队牺牲队员的照片。

（均受访者供图） 制图：李洁

▼“红领巾讲解员”

向同学们介绍展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