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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飘香进楼宇 四时养生享健康
———2021 年黄浦区中医中药中国行系列活动第一期

� � � �为更好地传承中医药文化， 向民众深入普及
正确的中医药养生文化常识， 提升居民中医药健
康文化素养，积极发挥中医药在慢性病、传染病防
治中的特色优势， 增进社会对中医药文化的认知
和认同， 促进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创新型发展和
创造性转化，黄浦区近年来采取多部门联合、多平
台传播的宣传模式， 持续推动黄浦区中医药文化
宣传工作，让大家近距离接触和感受中医药魅力，
为人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日前，具有 393 年历史的张小泉专卖店
进驻田子坊，这是张小泉百年老字号继南京
东路商业街店、豫园商业街店、七宝商业街店
以后，在上海的第四家专卖店。在这家张小泉
专卖店中，除了销售 100多种剪刀品种以外，
还展现了张小泉新开发的文创和周边产品。
据上海经纬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其昌介

绍，作为上海历史街区中最具里坊风貌特色
的社区，田字坊即将启动新一轮的改造，张小
泉专卖店也是其全新启动后引入的第一家老
字号专卖店。今后，田子坊将充分体现海派特
色，在此打造一个原汁原味的海派文创基地。
张小泉品牌成名于1628年，据张小泉股份

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唐圣东介绍，在张小泉专卖店

中，有超过百种的剪刀，除了常见的品种外，一
些特别功能的剪刀品种也让人大开眼界：厨房
剪刀，可谓是厨房的全能帮手，剪、斩各种肉品
轻而易举,老上海人熟悉的旅行折叠剪，通过折
叠，把锋利的刀尖藏在里头，轻巧又便于携带。
一些新品也充分体现了张小泉这个百年

老字号的独特的非遗技术和历史底蕴，如

“鎏金岁月”二件套，简单的线条勾勒出传世
的经典，手柄采用镀金工艺，呈现鎏金的时尚
质感。大马士革小厨刀，运用了 67 层大马士
革钢材料，经过高温淬火和深冷冰锻，刀面自
然纹理搭配东方特色。还有一些采用了独特
镂空技术和手工压花技术，使得整把剪刀就
犹如以一个别致的工艺品。

田子坊新一轮改造引入张小泉

为白领提供优质早餐

随着城市商业快速发展，商业综合体承
载的职责更加多元化，其职能也从单一的消费
场景演变为囊括消费、休闲、娱乐、亲子、教育
等全业态的生活社交空间。作为南京路步行街
上的网红商场，U479 在红五月迎来了一场以

“持久哲学 2.0———城市绿洲”为主题的策展
活动，从 5月 1 日持续到 6 月 30 日，限时两
个月，以有机生活为核心，打造了一个绿意盎
然充满生命力的城市绿洲，为沪上年轻人提供
一个居于城市、回归田野的社交体验空间。

此次为期两个月的“持久哲学”活动，由
U479联袂 LTO以快闪店模式，在一楼空间
内，聚集 14 个健康可持续理念的创新零售及
咖啡品牌如KAFFTEC咖法、Oatly、香季咖
啡等，展开了一场吃、喝、玩、淘极致体验活动。

打造“持久哲学”社交体验空间

这个“五一”小长假，市民“买买买”的
热情被全面点燃。本来生活网在节假日期间
推出了各项优惠活动，数千款优质生鲜商品 5
折让利。早在 4月下旬，本来生活网就已启动
“五五购物节，优惠大过年”活动，计划发放
10 亿元消费券，覆盖蔬菜、水果、肉类、水产、
零食等多个民生品类近千款商品。活动期间，
本来生活网推出“五五购物专区”，专区内，
数百款生鲜商品买一赠一，推出餐桌食材五
五折限时团购等活动，用大于春节促销的优
惠力度，让消费者在五一小长假期间以更低
价格买到更好食材，重拾节日乐趣，畅享“大
过年”的美味。
截至 5月 5 日，本来生活网共发放消费

券超 800万张，发放消费券金额超 3.8 亿元。
据了解，消费券的使用集中在水果、肉禽、水
产、熟食、粮油 5 大民生品类，消费券累计带
来 1.15 亿销售额，高端水果增长超 200%，其
中泰国青尼榴莲、佳沛奇异果、Driscoll's 云
南蓝莓同比增幅超 300%。
此外，为了更好满足用户全方位、多元化

的消费需求，本来生活网已于今年 4 月在现
有生鲜、休闲、水产、粮油等传统品类的基础
上开拓鲜花、保健品、宠物食品及用品、软百
货、3C 数码、文体玩具六大品类，将原有 11
个品类拓宽至 17 个，满足消费者的一站式购
物需求。

品质生鲜助力美好生活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 共创平安和谐环境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俞塘村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及宣传工作

� � � �为了进一步提高全民消防安全意识，预防和减少
火灾事故的发生，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1
年 5月 6日上午，马桥镇俞塘村组织网格巡查员及平
安志愿者开展节后消防安全检查及宣传工作。

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
观为统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为依据，按
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群众积极参与”
的原则，坚持“点面共进”，不断提高全民的消防安
全意识和素质，增强火灾抗御能力，坚决预防和遏制
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发生，全面加强辖区消防安全管
理，消除火灾隐患，积极推进消防宣传工作，形成全
社会人人参与消防，人人关心消防的良好氛围。

在走访过程中，重点对电瓶车充电、液化气钢
瓶使用情况二方面进行了安全隐患排查，共走访排
查 10 余户出租房屋，液化气钢瓶 30 余瓶，其中未
发现有使用违规液化气钢瓶及漏气等现象，网格巡
查员现场处置 2起电瓶车室内充电，极大地消除了
辖区飞线充电的消防安全隐患，现场均未碰到出租

人员，后续俞塘村会加强房东及租客的电瓶车充电
宣传。让居民充分认识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大
力开展防灾减灾的科学知识普及宣传活动，努力提
高全民消防安全素质，营造人人重视消防、人人关
心消防、人人参与消防的良好安全环境，使消防工
作为澄迈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俞塘村将继续
做好不定期检查，将消防安全工作持续化、常态化，
恪尽职守第一时间排除隐患，为村民们营造平安和
谐的居住环境。

着力推进旗下高端品牌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以

及对生活品质追求的不断提升。在消费升级
以及向消费主导型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
满足人们丰富生活的内需消费也不断扩大，
中国的免税品消费市场成长显著。尤其是受
到疫情影响、免税优惠政策实行等因素，海南

岛的区域销售额飞速提升。
近日，以“开放中国，海南先行”为主题

的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开幕，作为中
国积极倡导开放市场的盛事，展会集聚全球
消费领域资源，为全球消费增长提供新动力、
新引擎。

现场，云集了众多知名品牌，花王上演
“奢华秀”，旗下嫒色、丝光溢彩和超细纤维
技术蓓优密美丝膜系列产品正式亮相，让人
目不暇接。花王期待通过此次消博会，展示旗
下高端化妆品品牌，以获得更多中国消费者
的支持。

从进社区—————在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
中医药文化图书角，组建黄浦区居民中医功法队
伍，在上海大世界打造中医药文化主题展；到进学
校—————开展中医中药进校园主题活动，让中医药
文化走进中小学，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了
解中医、认识中医，增强对祖国传统医学文化的认
同感；再到进楼宇—————5月 6日在香港广场办公
楼举办的中医药游园会为 2021 年黄浦区中医中药
中国行活动拉开序幕。

立夏刚过，日渐炎热，以绿色本草为主题的现
场布置散发阵阵清凉。中午 12点整，曙光医院的专
家为白领们开启以“好心情好睡眠”为主题的现场
授课，从失眠到情绪病，深入浅出地就白领常见的
健康问题逐一介绍，脱口秀一般的风格让现场笑声
阵阵，“严肃古板”的中医药瞬间鲜活立体起来，而
没能来到现场的人们也能线上同步观看中医微课
堂，让此次活动惠及更多人群。

中医药互动体验区放置了包括石菖蒲、金银
花、白芷、艾叶、紫苏叶、薄荷、丁香等中草药，中医医
师一边讲解着立夏时节养生常识，一边带领大家用
捣药罐、药碾将中草药制成粉末，在捣冲碾压中，中
草药特有的香气散发开来，祛虫辟邪，醒脑提神。进
入立夏时节以后，气温渐升，蚊虫趋多，戴上自己亲手

制作的中草药香囊，开启清凉一夏，避免蚊虫叮咬。
在中医体质辨识体验区，白领们通过中医体质辨

识仪了解自身体质情况，扫描二维码还能保存结果随
时查看。中医体质是自身健康状态的体现，也是疾病发
生转归的基础。黄帝内经有云：不治已病治未病。尽早
进行干预可以调整体质偏颇，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

在中医药健康咨询区，针对白领工作的身心特
点，活动邀请了擅长伤科疾病、疲劳综合征、失眠、
亚健康调理等中医特色专病专科的医师，面对面为
白领们细致地解疑答惑，若后续需要进一步看诊和
治疗，可至相关门诊就医或添加家庭医师微信进行
咨询和健康管理。

中医药文创产品展示区，陈列摆放着 2020 年
黄浦区中医药文创大赛的部分获奖作品，包括创意
画作、文创产品和原创曲谱等，结束了在社区的微
巡展，现在来到办公楼宇，展现中医药传统魅力、焕
发中医药文化活力。

本次活动为黄浦区中医中药进楼宇系列活动
的第一期，由上海市黄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海
市黄浦区中医药发展办公室主办，上海市中西医结
合学会提供技术指导，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卢湾分院、黄浦区淮海中路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承办，丽丰控股有限公司、香港广场协办。

中医药进楼宇系列活动旨在依据时令节气深
入区内企业楼宇，为青年白领普及正确的中医药养
生文化常识，让青年白领了解自身体质特点，从而
更加有效的关注身体健康，增加对中医治未病理念
的认同和认识，实现中医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
发展。第二场活动将于 5月 28 日在黄浦区党建服
务中心开展，9 月和 11 月的活动又将在哪里举办？
大家敬请期待！

团结一心展风采 中山城管战一线

近期，中队积极响应建党 100 周年党史学习活
动，通过每月思想教育、党员大会、个人自学等形式
认真研读《中国共产党简史》、《论中国共产党历
史》等重要论述，将队伍的建设发展历史与党和国
家的发展历史紧密结合起来，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同学习贯彻国家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扎实开展
好“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高要求锻造过硬队伍，中队青年以执法实务向
建党 100周年汇报！

五四青年节是青年的节日，恰逢五一劳动节，
五天的长假对于市容市貌是一种挑战，中队提前部
署，积极应对。前期，中队城管队员加强对占道、跨
门经营行为的管理，以“理、严、实”三字标准为方
针，全面开展环境秩序综合整治，包括垃圾分类指
导、破坏承重结构、拆除违法建筑、工地巡查等专项
工作，丝毫没有因为假期的来临而松懈，反之更加
地认真仔细，严格对辖区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和主

要交通枢纽、公交、地铁站点开展集中整治，清理、
取缔摊贩占道经营、乱张贴、乱停放等乱象，对屡劝
不改者，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中山街道辖区内工地较多，为加强辖区工地渣
土运输、处置的执法监管，提高建设单位、运输处置
单位及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中队队员“白 + 黑”
主动上门，跟踪服务，及时指导相关单位文明安全
施工、持证规范作业，加强日常检查力度，要求渣土
运输处置证照齐全，防止超载、撒漏行为，减少道路
污染、扬尘污染，及时制止施工扰民现象。与街道社
会综合治理中心形成联勤联动机制，24 小时不间断
有效监管，对违法运输处置渣土的行为做到防微杜
渐、及时发现、快速处置，进一步夯实城管执法工作
的平安基础。

� � � �为庆祝“五四”青年节，弘扬五四精神，展现青年
风采，中山城管提前行动，用实实在在的一线执法工
作践行和传承“五四”精神。

在刚刚过去的母亲节，一大早，位于静安
嘉里中心 2号门前光明餐车上满载着光明食
品集团的新鲜色拉、饭团、寿司新鲜上架，以及
光明网红冰淇淋，娟姗、致优等光明乳品琳琅
满目，吸引了附近商务楼宇的白领前来选购。
餐车周边，鲜花绿植环绕左右，自然气息扑

面而来，让人提前感受花博盛会的氛围。老式光
明棒冰车立牌，勾起了不少人小时候的回忆。值
得一提的是，为配合即将开幕的第十届花卉
博览会，光明餐车注入花博元素：协同光明旗

下种业集团在静安嘉里中心售卖花卉盆栽，
向日葵、香草等花博会同款花卉种子也率先
在嘉里售卖，拉开全国首发的序幕，也提前让
嘉里白领提前感受花卉DIY的快乐。
光明餐车此次亮相静安嘉里中心将开展

12天促销活动。随着 5月 21 日花博会开园，
22 部光明餐车将驶入花博园区，为游客提供
健康美味食品，同时联合博海餐饮、好德便
利，共同为花博会运营提供坚实的餐饮保障，
向广大游客展示光明温度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