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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 市委中心组昨天举行
现场学习会，瞻仰党的诞生地有关革
命旧址，听取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
爱云所作的《从上海红色资源看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专题辅导报
告。市委书记李强主持会议并强调，
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扎实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切实抓好学习这一基础，充分用
好用活上海丰富的红色资源，从百年
党史中汲取开拓奋进、干事创业的强
大动力，更好转化为比学赶超、集中
精力抓落实的实际行动，以优异成绩
庆祝建党100周年。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精神和我
市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安排，市委采
取集中自学和现场学习相结合的形
式，在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简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问答》等学习教材基础上，
集体瞻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中共中
央政治局机关旧址（1928-1931
年），实地察看中共一大纪念馆建设
布展情况，深切感受红色资源里的
故事、故事里的细节、细节里的精
神，深刻感悟党的奋斗何其艰难、经
验何其宝贵、精神何其崇高。

严爱云所作的专题辅导报告，
结合上海的红色资源讲述了中国共
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的发展历程，就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的初心在上海始发、中共中央在上海
为履初心践使命不懈奋斗、中国共产
党在上海成功运用胜利法宝等作了
重点阐述，并就进一步保护好利用好
红色资源，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永葆
初心、永担使命提出了建议。
李强指出，党史学习教育，基础

在学习，目的在教育。要扎扎实实抓
好学习，下功夫学、入脑入心，切实
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努力达到
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学习目标。
要系统掌握党的历史和党的创新理
论，不断砥砺党性修养和理论素养，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
李强指出，红色资源是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的宝贵资源。上海作为
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红色资
源丰富，承载着闪亮的红色记忆，凝
结着鲜活的红色价值。要把红色资
源深入挖掘出来、充分运用起来，让
旧址遗迹成为党史“教室”，让文物

史料成为党史“教材”，让英烈模范
成为党史“教师”，更好把红色基因
传下去。要把“永远跟党走”群众性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四史”宣传教
育与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依托
全市各类纪念场馆、纪念设施，借助
先进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开展
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体验教学和
主题党日活动，把有深度的故事讲
得有温度，把有精神的故事讲得更
精彩，引导人们铭记革命先辈的奋
斗牺牲和崇高风范，形成穿越时空、
历久弥新的生动效应。
李强强调，学习党史的根本目

的是为了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更好
推动事业发展。要通过党史学习教
育，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始终
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把党史学习教育的
成效具体体现为实施国家战略的重
大突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克难攻
坚、“十四五”重大战略部署的落地
见效、全市民心工程的扎实推进，不
断创造新奇迹、展现新气象。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的
“产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
园。进入建设收官阶段的中共一大纪
念馆，与隔街相望的中共一大会址新
旧交融、相得益彰，正在进一步优化
完善室内布展和抓紧推进运行准备。
李强说，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建设和展
陈，要紧扣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把
珍贵的革命文物、厚重的历史资料、
复原的历史场景全方位展示展现出
来，用党的奋斗历程和光荣传统鼓舞
人、感染人、打动人，让建党精神和党
的初心在上海这座城市永放光芒。

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市领导
认真了解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
织成立、中共一大的会议筹备和联
络工作以及最早的党中央领导机关
设立情况。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
旧址（1928-1931年），市领导观看
了运用多媒体技术、沉浸式展示的
《白色恐怖下的红色中枢———中共
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1928-1931
年）史迹陈列》。李强说，党的百年
历史大量蕴含于实物史料、文物遗
迹之中，身临其境、置身其中的现场
教学往往更生动、更直观。要创新展
陈方式，用好现代技术，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边学边想、边想边悟，发扬
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鼓起迈进
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晨报记者 郁文艳

还有 10 天，第十届中国花博
会将在崇明开幕。 花博园里哪些
地方必须去打卡？ 今天就为您独
家揭秘“大蝴蝶”世纪馆的东馆。

都知道世纪馆的外形特别 ，
宛如展翅的蝴蝶般美丽。 可是，它
的 “肚子” 里也藏着一个美丽空
间。 不同于其他场馆展园展示的
丰富真实植物花卉， 这里是一个
虚拟的花卉空间， 利用前沿数字
技术， 打造一个万花竞放的绚丽
空间， 带领观众以前所未见的视
角欣赏花开美景。

世纪馆东馆的施工面积为

1123 平方米 ， 有效布展面积为
914 平方米。 场馆被分成 3 个展
区 ，依次为 《锦绣 》《盛放 》和 《家
园》， 利用国际前沿的数字技术，
突破物理空间局限， 打造一个虚
拟花卉空间， 呈现每个中国人心
中的花、心中的梦，以全新手法创
新演绎本届花博会“花开中国梦”
的主题。

观众走入《锦绣》展区，伴随
着投影开启，明代文征明的《玉兰
图卷》徐徐展开，引出上海市花白
玉兰，白玉兰洁白无瑕，是高洁、
向上、奋进的象征，体现上海的城
市精神。白玉兰枝头渐渐长出现
代汉字“花”，周围浮现出古代各
种书体的“花”字，包括甲骨文、
小篆、隶书等，形成“花”字的历
史演化墙。“花”字与代表上海的
“沪”、代表梦想的“梦”巧妙融
合在一起，形成牡丹花的花形，也
是本届花博会标志的由来。

随后，雨丝幕、纱幕、银丝幕、
25米曲面墙面投影、地面投影、桌

面投影等多种介质和技术手段交
织运用，在展区空间构建起一条
三维立体长江，绿绒蒿、塔黄、高
山杜鹃、秋海棠、木芙蓉、荷花、琼
花、崇明水仙等几十种长江流域
各地的代表性花卉陆续呈现在观
众眼前，它们或以粒子流线勾勒，
或由满天繁星幻化而成，或“顺水
而来”。绿绒蒿是世界上生存海拔
最高的植物，被誉为“离天堂最近
的花”和“稀世之花”。塔黄的花
柱可高达 2米，通常需要 5-7 年
的生长才会开花，一生也只开一
次花。

南宋赵芾的《江山万里图》、
明代沈周的《椿萱图》、马远的
《水图》等名画以及中国古典文
化巅峰时期的诗词歌赋配合着花
卉共同演绎“长江花廊”。新锐数
字技术让这场演绎创意无限，给
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设计师
借用前沿数字技术，让马远《水
图》里描绘的长江动了起来，浑厚
雄壮，滔滔入海；再比如，花瓣纷
飞，明朝画家戴进的《长江万里
图》得到了动态演绎，长江各流段
的代表性花卉在这里汇聚。
最终，百花交汇成“花中之

王”牡丹，100 朵牡丹在党的诞生
地———中共一大会址盛放，向党
的百年历程致敬，并祝福新的百
年。

《盛放》展区讲述的是世界
之花，融合声、光、影等数字技术
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百
花园。

这里是一个 360 度沉浸式体
验的超大空间，展区中央悬挂直
径 2米的巨型 LED球，呈现裸眼
3D花卉盛开场景。四周，“一带一

路”国家的各国代表性花卉首次
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束缚齐聚于
此。视觉中心悬垂巨型裸眼 3D花
球，周围包裹“花瓣”投影墙面和
“花萼”互动装置，呈现丝绸之路
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世界各国
花卉。

当观众触碰互动装置的花萼
部分后，就可以启动鲜花烟火
秀———鲜花伴着交响乐纷纷绽
放，此起彼伏。这是完全没有污染
的烟火秀，传达出生态倡议：世界
各国是一个生态命运共同体，环
保是全世界的挑战和命题。

《家园》展区让观众沉浸式
体验“梦想之花”。

展区特别设计了全球首创的
4D沉浸感巨型花苞型主题影院，
用空间感受和视觉影像创造“梦
想之花”。当游客站到花苞中心，
会像小蜜蜂一样被巨大的花朵包
裹，牡丹、玉兰、水仙，3 朵梦想之
花带领游客在未来的大气、水、土
壤、都市乃至太空中穿梭，纵览美
丽的崇明风光，飞跃壮阔的锦绣
山河，探索无垠的浩瀚宇宙，描绘
出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梦想图景，
与我们的未来家园提前见面。

整个世纪馆东馆的 3个展区
内容和形式互不相同又互为依
托，从中国，到世界，到未来，一条
紧密的时空线索贯穿始终，形成
各具特色的展陈感受。以花为媒
介和线索，多层次多维度解读“花
开中国梦”的深层内涵：花开中国
梦，是复兴梦，是生态梦，也是追
求幸福的梦；我们打造中国的绿
水青山，和世界各国携手共建人
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面向未来，建
设人类共同的绿色家园！

市委中心组举行现场学习会，瞻仰革命旧址、听取专题报告

切实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力量

花博会世纪馆东馆利用前沿数字技术演绎“花开中国梦”

虚拟绚丽空间里万花竞放

世纪馆分东、西两馆，西馆是真实的植物王国，东馆是虚拟花世界。 /王华

记者 唐 玮

晨报讯 临港新片区拥有 7
所高校，是打造人才的高地。如何让
这些在新片区接受教育的人才留在
临港？如何打通新片区引才、育才、
留才、用才“最后一公里”？5月 11
日下午，“加速人才集聚、助力产教
融合”工作推进会暨临港高校青年
“建功新城”主题活动举办。

推进会上，“临港青年联盟首
批成员单位签约”“临港高校就业

指导中心进驻国际人才服务港签
约”“临港新片区高校联盟与临港
区域化党建五大分联盟就共同促进
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临港新片区签
约”。
据悉，通过三个签约构筑三大

人才服务平台，将更好服务新片区
高校毕业生留在临港、扎根临港，加
速临港新片区集聚人才、深化产教
融合，切实打通新片区引才、育才、
留才、用才“最后一公里”，打造临
港新片区人才新高地。

昨日举行 3场签约，推动高校青年“建功新城”

临港新片区打造人才新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