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1 日—9 月 15 日，界龙村协

同上海交界艺术相约“界龙里”，共同

开展“生命律动?活力界龙”活动。 本

次活动以“生命律动”为主题，由艺术

家、设计师、村民和各方朋友们共同

出力，将艺术创作融入界龙村的自然

生态，重新唤起界龙村的活力。

● 感受生命律动，保护自然生态

界龙村位于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是全国的文

明村， 一直以来这里就保持着它最自然的样子，但

在现代化的潮流中，年轻人纷纷涌向大城市，界龙

村逐渐失去了从前的活力。

经过实地了解界龙村的自然生态环境分布和

村民们的生活方式、传承文化之后，最终创作者们

选择将逐渐失去昔日的活力乡村树林用艺术再生

的方式表现出界龙村自然资源的宝贵，以“自然生

态”为突破口，展现界龙村的自然之美。

艺术作品《生命律动》应运而生，以“我爱阳

光下一切生命”为源点，以线的生态环保材料创作

出一个，“以树为载体串联整个树桩， 让生命延

续”，以此表达氽田村民对地球生命的热爱。

此外，界龙村还专门组织村民开展以生态保护

为主题的互动型美育课堂， 以被砍伐的树桩为实

地案例，向村民讲解大自然中生态链如何循环，启

发村民对于自然生态就是未来财富的思考和探

讨， 让村民更深刻的了解到日益脆弱的自然环境

需要我们共同的爱护和美化， 进而提升村民爱护

村宅周围一草一木的生态保护意识， 通过对于界

龙村生态美景的保护来吸引更多的创作者前来共

建美丽界龙村。

● 传统花卉艺术墙，学习了解花文化

为了表现更多的界龙美景，创作者们通过和村

民互动沟通提炼界龙村记忆中的花文化， 将木槿、

凤仙等花卉元素，运用大型艺术墙绘景观的创作手

法，通过墙体绘画的方式，在四队墙上创作出了展

现界龙村的传统花卉习俗的审美意象的大型公共

艺术装置。

植物景观专家在实地交流中倾听和了解村民

在美丽庭院的花卉植物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和想法，

并通过互动座谈解答村民遇到的实际问题，让村民

进一步了解了在接下来的美丽庭院规划中应该如

何选择颜色搭配、栽培种类和栽种技巧等。

最后，在美育老师的引导和协助下，艺术家与

村民共同创作完成《木槿花开》艺术装置，提升村

民对花文化的认识和审美，通过花文化进一步提升

美丽庭院的建设， 让村民的生活像花一样美丽，重

新唤起界龙村的生机与活力。

● 乡村印象彩绘展，最美绿色风景线

创作者们从现有村落丰富色彩中提取创作元

素，通过界龙村不同时期的生活老物件中提取的颜

色唤醒村民的记忆，通过色彩彩绘墙面和管道的混

色搭配，用现代装置艺术的方式，使得线条色块的

组合成为串联色彩艺术的巷道，使之成为一道别有

味道绿色风景线。 通过艺术创意，创作者们结合界

龙村的周边环境、自然美景，用公共艺术共同创作

的方式表现出界龙村不一样的生命律动， 维护、焕

发界龙村独有的乡村活力。

界龙村通过本次展览、创作活动聚集一大批世

界各业的艺术家来到乡村和当地居民同心协力，表

现界龙村的自然的美景与生命的律动， 将自然风

景、民俗文化与艺术设计相融合，创作更多独特的

界龙美景，使界龙村苏醒新的活力，这将是艺术成

为重振乡村发展的典范。

艺术展现自然村 界龙苏醒新活力
———界龙村协同上海交界艺术共同开展“生命律动·活力界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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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马甲”助力双验收工作
———记南桥镇杨王村志愿者服务队的故事

●助力双验收 他们摇变清洁工 不管是周末的早

晨还是工作日的清晨， 他们穿梭在杨王就算是犄角

旮旯也不放过，下蹲、弯腰、伸手，这一系列的动作似

乎已经变成了日常。

●助力双验收 他们摇变保洁工 杨王村区域内有

很多宣传栏、信息栏、宣传画，杨王村志愿者拿着抹

布、拎着水桶，为它们“擦擦脸”，看着光亮如新的

宣传栏、信息栏、宣传画，他们脸上露出丝丝笑容。

●助力双验收 他们摇变巡逻员 俗话说“三个臭皮

匠抵过一个诸葛亮”，我们虽然不能眼观六路，耳听

八方，但三双眼睛，六只耳朵，也足够让我们看到情况

的变化了。 ”志愿者巡逻队的三位老同志这样说。

●助力双验收 他们摇变城管员 志愿者们分赴共

享单车较集中的地段，比如杨王苑小区门口、村委会

楼下、村道路周边等人流量较大的地方，克服困难，

将没有规范停放的共享单车进行整齐摆放， 同时对

使用单车的人进行文明宣讲，引导他们文明骑行。

●助力双验收 他们摇变粉刷工 志愿者们顶着骄

阳，放弃休息日，对杨王村区域内的小广告进行清

除，以小组的形式，明确分工。

●助力双验收 他们摇变搬运工 志愿者们深入杨

王村各个区域，对村区域内乱堆乱放、垃圾死角以

及拆除违建过程中残留的建筑垃圾等进行了全面

彻底地清理。

通过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志愿服务活

动，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

自己”志愿者服务理念，同时也更好地为助力乡村

振兴示范村验收及全国文明城区复审工作贡献出

自己的一份力。

    一顶小红帽、一件红马甲，这身志愿者特

有的打扮，在杨王村的每个区域，成为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 所到之处，环境卫生焕然一新，

他们就是助力双验收的幕后“功臣”之一———

杨王村志愿服务队。

闵行区浦锦街道开展拒乘非法客运宣传进校园活动

为进一步巩固街道整治非法客运工作成效，

营造“文明出行、拒乘黑车”的社会氛围，浦锦街道

社区平安办积极响深化宣传教育达到“有声势、有

震动、有效果”目标的工作要求。

根据《2020 年闵行区整治非法客运宣传工

作方案》 的工作要求，9 月 11 日社区平安办来

到上师大附属闵行第三中学开展非法客运宣传

进校园活动向学生们进行拒乘非法客运车辆的

宣传。

现场发放了非法客运的宣传单页和宣传 品，向学生倡导“珍惜生命 拒乘黑车”的正确观

念， 鼓励学生们回家带动家长一同拒绝非法客

运，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出行安全，共同提高安全

意识。

现场，学生们积极响应，围绕非法客运知识和

所见所闻展开了热烈的互动。

通过此次宣传，学生们的安全出行意识得到了

进一步的提高，宣传活动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相信

拒乘黑车的这根弦已经在学生们的大脑中绷得更

紧了。

“百 BU 穿 YANG”亮相第二届“建筑可阅读”文创市集

● 一个名字

“百 BU 穿 YANG” 是杨浦区区倾心打造的

“建筑可阅读”特色品牌，产品、内容，以践行“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为引领，讲

好“人民城市”理念首发地的故事为宗旨。“百”是

数字：杨浦区有百万人口，有百栋以上优秀建筑，有

三个百年的历史文化底蕴，百年工业、百年高校、百

年市政；“BU”是汉语拼音多型字：市民游客可以

用脚步来丈量、用眼睛来发现杨浦。 可以一部脚踏

车骑游， 也可以用一部手机 APP 云游杨浦；“穿”

是穿越：可以穿到 100 年前的过去，感受杨浦三个

百年的历史文化，可以在城区里穿行去发现欢乐美

好；“YANG”是英文“young”的谐音：代表有朝

气的、青春的、充满活力的青年，杨浦正以“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为契机，从工业杨浦、知识杨浦向创

新杨浦发展。

市集当天的 102 件文创产品分别自杨浦区文

旅基层单位、高校、景点、非遗工坊、企业等。杨浦区

还特别设计制作了“百 BU 穿 YANG”手绘地图、

七色明信片供市民游客免费领取，为游览杨浦带来

切实便利。

● 四大板块

杨浦“城市客厅”展台分设四大板块内容，

百件文创产品，层层惊喜，环环相扣。 1、非遗传

承：以传统技艺碰撞现代生活，以科技手段赋能

非遗传承；2、百年荣光：“三个百年”时空长线，

用凝固的历史无声地述说乡愁与过往；3、红色印

记：红色星火根脉偾张，信仰清泉泽润心田，在触

摸革命记忆中，从历史走向未来；4、夜游潮玩：溢

彩流光霓虹初上，解码夜生活文化地标，在潮趣

中游走魅力街区。

● 六条线路

针对今年市集， 杨浦甄选了 3 组线阅读线路，

邀请市民游客一起行游杨浦，创意生活。

阅读百年变迁，体悟城市文脉。 在百年工业淬

炼中，看历史沉浮。 蜕变、升华，来一场重逢之行。

“百年工业”之旅：杨浦滨江“工业遗存博览带”-

上海自来水博物馆 - 中国救捞博物馆 - 中国烟草

博物馆 - 长阳创谷；

“百年市政”之旅：江湾体育场 - 杨浦图书馆（旧上

海市图书馆）- 体育学院绿瓦大楼 （旧市政府大

厦）- 长海医院影像楼 （旧上海市博物馆）- 飞机

楼（中国飞机协会旧址）。 以红色育人，以文化铸

魂。在悦读红色经典中，浇灌国之栋梁。树德、立人，

来一场圆梦之旅；

“红色文化”之旅：黄浦码头 - 国歌展示馆 - 沪东工

人运动史展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 - 院士风采馆；

“百年大学”之旅：同济大学博物馆 - 复旦大学校史

馆 - 上海财经大学博物馆 - 中国武术博物馆 - 上

海印刷博物馆 - 上海理工大学文物建筑群 - 上海

海洋大学博物馆。 解码“乐”能量，邂逅好时光。 在

陪伴中慢下脚步，用心感受美好。 欢乐、难忘，来一

场珍享之游；

“亲子时光”之旅：安徒生童话乐园 - 共青森林公园

- 珍德巧克力剧院—杨浦滨江体育公园 - “家家

乐”乐园；

“休闲生活”之旅：五角场商圈“市民休闲好去处”-

大学路“全域旅游示范街区”。

散步于广阔大地的建筑遗存是历史力量与人

类智慧的共同硕果。“百 BU 穿 YANG”将持续带

来老建筑与新创意的故事，拓宽往来记忆的通道。

杨浦品牌“百 BU 穿 YANG”日前亮

相 2020 年上海市第二届 “建筑可阅读”文

创市集。 今年， 杨浦打造了一间 “城市客

厅”，并精心挑选了 102 件文创产品以飨观

众。

崇明这个村实现了大“变脸” 村民打心眼里高兴

    走进城桥镇侯南村，房前屋后整齐干净，通过持

续推进“五棚”整治专项行动，曾经的脏乱环境开始

“变脸”。 村民们从一开始的不支持、不配合到现在

的主动参与、交口称赞，并纷纷加入到“五棚”整治

的队伍中来。

据了解，侯南村靠近华润大东船务有限公司，外

来人口众多，“五棚”存量情况较为特殊，整治压力

较大。 村干部通过上门宣传、书面告知书等形式，充

分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化村居“帮清”为群众“自

清”，持续引导农民群众养成自己家园自己爱、自己

建、自己管、自己护的行为习惯。 同时，通过“村居民

自治”的方式，制定激励措施，使百姓自发地参与到

“治五棚”的工作中去。

侯南村在前期细致排摸的基础上， 镇领导组团

式下沉村居，驻村干部挑起大梁，村委班子、党员带

头行动，取得了村民们的理解。 整治现场，不少村民

纷纷对自家屋内的物品进行清理腾空， 并在村里志

愿者的帮助下拆除“五棚”。

看着日渐整洁的宅前屋后， 村民们由衷地感慨

“五棚”整治的成效之大，感谢村委班子又完成一件

民生大实事。 村民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赞美

和肯定，侯南村洪生 12 队的杜雪生还特地作了一首

诗，表达对村党支部开展“五棚”整治工作的认可，

和对美丽生态岛的无尽向往。

收到老百姓发自内心的感谢和赞美， 侯南村村

委会的干部们都非常欣慰。 村党支部书记朱建范说：

“村民的认可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肯定，尤其是对

治‘五棚’工作的最大肯定。 看到全村焕然一新，我

们和大伙一样，打心眼儿里高兴”。

下阶段，侯南村将持续做好长效管理，通过完善

村规民约、设立监督机制、落实奖惩措施，鼓励村民

自发打造美丽庭院、“小三园”等，持续推进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长效化、常态化。

2020年 9 月 12 日下午，以“学四史守初心、

传薪火担使命” 为主题的海湾镇职工大合唱文艺

汇演在上师大影剧院举行。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张辉凤，区总工会党组副书记、总工会副

主席吴永强，上师大音乐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

长王俊，海湾镇党委书记戴明华，海湾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蒋卫锋，海湾镇人大主席李群，海湾镇全体

区管干部和挂职干部出席。

建镇十五年来，在海湾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关心持支持下，海湾镇广

大干部职工围绕中心，攻坚克难、创新拼搏，十五年

的历史是一部海湾镇广大干部职工弘扬农垦精神，

把困难当阶梯、不断向上攀登的奋斗史诗。

文艺汇演由镇总工会主办、 各基层工会承办。

共有 7 支队伍参加合唱大汇演，在上师大师生和其

他指导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排练

后，正是到了一展风采的时候。 活动中《我们走

在大路上》、《精彩海湾》、《让世界充满爱》、《我

的祖国》 等一首首歌曲纷纷展现出演唱者的风采

经过角逐，最终机关工会代表队获得了合唱比赛的

一等奖；海湾镇社会事业服务中心工会、海湾镇社

会稳定服务中心工会、海湾镇城镇建设管理事务中

心工会、海湾镇市民中心联合工会联合队获得二等

奖；海湾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工会、海湾镇经济管

理事务中心工会、海湾镇经济园区工会联合队获得

三等奖。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辉凤；海

湾镇党委书记戴明华；上师大音乐学院党总支副书

记、副院长王俊一一为奖队伍代表颁奖。

此次比赛的举办，旨在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开展“四史”学习教育，

进一步增强海湾镇干部职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调

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凝聚起万众一心、众志

成城的磅礴力量，为全力打造新片区西大门，南上

海后花园，奋力创造新片区新时代“海湾美、海湾

强”新高峰、新奇迹而努力奋斗。

学四史守初心 传薪火担使命
———奉贤区海湾镇举行职工大合唱文艺汇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