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城·纪实 2021 . 6 . 29 星 期 二

编 辑 张怡薇08
开局“十四五” 聚焦艺术生活
———青年书法家李骋作品亮相 2021 荣宝斋春季书画艺术品拍卖会

    俄国文学

评 论 家 维 克

多·什克洛夫

斯基曾说：“艺

术 之 所 以 存

在， 就是为了

使人恢复对生

活的感觉 ，就

是为了使人感

受事物， 使石

头显出石头的

质感。 ”

■ 观艺术展览 推精神建设

艺术展的存在既为大众提供一个平台，让大家

在艺术中感悟生活。 上海的艺术展馆事业进入跨越

式发展时期，据悉上海已有 100 多家博物馆、美术

馆全年免费开放，这个数字占上海公共文化艺术展

馆总量的七成， 免费开放已累计惠及观众 4000 万

人次，已成为承载城市精神的文化阵地。 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青年杰出艺术家、书法家们从原本的默

默无闻逐渐名声大噪，他们开始走向更大更广的舞

台上，让世界看见中国艺术的力量。

在 9 月 26 日落幕的荣宝斋（南京）2021 春季

书画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齐白石、张大千、吴昌

硕、傅抱石等名家大师之作，也有像范曾、孙其峰、

何家英等当代书画家作品，但是也涌现了一大批青

年书法家的画作， 他们的作品以独特的风格面貌、

个性品味受到广大观众的追捧。

■ 杰出的“90 后”书法家

在青年艺术家之中， 来自上海

的“90 后”书法家李骋，在名家如云

的首都书画界， 这位年轻书法家长

期潜心揣摩，心研笔读，终于博采众

家之长， 将古人的笔墨程式了无痕

迹地融入自己的书法中。

根据李骋本人自述， 他在幼时

便跟随书法名家学习， 高考时成功

进入了上海师范大学书法专业，跟随上海的书法大

家系统的研习书法。 他认为，要想提升自身的眼光

与品位， 临习古人的经典作品是非常有必要的，但

同时也要明白， 临习也并非简单复制的古人风格，

否则一定会丧失自我，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李骋的

成功，便是每天临池习字，笔耕不辍，又吸取名家所

长而来的。

此次他的参会作品《行书黄庭坚诗联》主要取

法王羲之行书，整体风格俊逸典雅、飘逸灵动，并且

作者在其中加入了明清大草的元素，使得作品能够

显得厚重而不轻浮； 在用笔方面该作品中侧锋并

用，书写时的轻重缓急、提按顿挫都跃然纸上，即使

将其置于整个当代书法圈中，都可谓是一件精品力

作。 据了解，这幅作品最终价格也刷新了李骋近年

来书法作品的记录。

艺术展览与艺术拍卖会除了给普通观众以美

的享受，更是为艺术爱好交流者提供了一个交流的

平台，为文化艺术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便捷。 为收藏

家和收藏爱好者也搭建一个鉴别、 收藏的平台，一

个大展，展出几十名甚至几百名画家的作品，思考

作品内涵的过程也是一个品评、鉴赏的过程，为日

后收藏作了充分准备。 在这些艺术爱好者中，还有

一些年纪尚小的青年学生，他们在近距离感受中华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同时，也扩大了他们的艺术视

野，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艺术展览是社会文化发展阶段性产物，是建立

在艺术家与公众之间的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 艺术

作品通过展览的方式得以呈现， 供大众品读与欣

赏，也被爱好收藏的人们珍藏，被艺术评论家评论，

并逐渐形成一个集艺术创作、艺术传播、艺术营销、

艺术欣赏于一体的艺术展示系统。 既反映了文化艺

术市场的繁荣，也使大众得以更好的艺术熏陶。

■ 健康服务站 服务零距离

淮海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淮海中路街道党

群服务中心联合， 针对企业白领对于健康服务的需

求，在街道辖区内的申能国际大厦、兰生大厦、柳林

大厦和新天地商圈党群服务站等四个楼宇内设置健

康服务站，为企业白领、社区居民提供近距离、针对

性、常态化地服务，实现“楼宇健康服务零距离”。

此外，中心也在持续推进家庭医生入驻楼宇的

工作，及时了解到辖区内企业职工的需求，结合中

心家庭医生签约、居家康复、健康档案等工作，从而

完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促进全人群、全生命周期

健康管理，有力推动卫生服务的拓展和延伸。

据了解，淮海中路街道是区政治文化中心地域

之一，辖区内坐落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会址，而淮海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紧邻着这一

党的诞生地。

此次签约正值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中心将不

断深化红色使命，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工作动

力，让楼宇白领、社区居民有更多健康获得感与幸福

感，共同打造“红色淮海、健康淮海、幸福淮海”。

■ 推动卫生服务建设 打造健康淮海社区

在淮海中路街道楼宇健康服务站揭牌仪式上，

黄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徐虹霞、淮海中路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戴雪林共同为四个楼宇健康服务

站揭牌，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徐虹霞向淮海中

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授 “淮海家医楼宇健康服务

队”队旗。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在职党支部书记姜瑛与社

区卫生中心党支部书记钟承敏签署党建联建协议，

在未来，他们将继续深入探索新时代社区卫生中心

和党建融合发展的途径和机制，分享社区健康管理

与党建经验， 共同探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之路，为

周边居民百姓带来更好的卫生健康福音。

黄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徐虹霞指出，楼

宇健康服务站的成立是继淮海中路街道在楼宇成

立智慧健康驿站的 2.0 版， 开启了社区卫生常态化

疫情防控和功能社区建设的新篇章，他们希望中心

能够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为楼宇人群提供更加多样

化、多层次、针对性健康服务，更希望能增加楼宇健

康服务覆盖面，积极打造健康楼宇，保障劳动者的

健康，从而为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以优异的成

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同时，申能国际大厦楼宇健康服务站首次迎来

了健康义诊服务。 此次健康服务包括中医科、全科、

伤科等，为楼宇白领、社区居民提供一对一、针对

性、一站式服务。

现场还设有测血压、血糖、颈动脉超声筛查等

项目。 中心还特别邀请到了瑞金医院泌尿外科的张

宁博士为现场白领义诊，受到了参与者的一致欢迎

与好评。

下一步，中心将继续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

活动，切实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社区卫

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根据市区卫健委有关推

进本市功能社区社区卫生服务的文件精神，结合辖

区楼宇多、职业人群多的特点，通过区域化党建联

建和紧密型医联体平台，整合更多服务资源，满足

功能社区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在建党百年

之际，传承红色基因，接续奋斗新征程。

推动党建联合 建设健康楼宇
———淮海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楼宇健康服务站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在黄浦区卫健委、

淮海中路街道党工委的支持和

指导下，“初心之地砺使命 健康

服务进楼宇”淮海中路街道楼宇

健康服务站揭牌仪式于 6 月 18

日在申能国际大厦举行。

小蜜蜂“真真” 打造统计文化特色品牌
———上海市嘉定区统计局创设统计文化卡通形象

    近年来，为拉近统计与公众的

距离，树立统计可爱可亲可信可敬

的社会形象，上海市嘉定区统计局

聚焦统计数据质量，着力打造嘉定

统计文化特色品牌，围绕“真数”创

设具有统计工作特点、统计人特质

的统计文化卡通形象———小蜜蜂

“真真”。

    据了解，“真真”以亲民的形象积极宣传真数、倡

导真数，在全社会营造遵守统计法、执行统计法、关心

支持配合统计调查工作的良好氛围，此项举措也开创

了以统计文化品牌引领、推动统计工作的先河。

■ 以“有形”推动“无形”

据了解，“真真”这一形象的诞生并非偶然，而

是统计改革发展对统计软环境的迫切需求。 近年

来，随着统计改革的深入，追求“真数”、提高数据

质量成为统计应有之义，更是核心要义。 提高数据

质量，确保数据真实准确，需要良好的统计软环境

作保障。 而软环境的塑造是一个相对“无形”的过

程，需要一个“有形”的载体来推进。

根据过往的实际经验来看，重大赛事、活动的

吉祥物无不受到人们的喜爱，为了真正让统计走近

公众，让公众走进统计，消除统计与群众的距离感，

嘉定区面向全社会征集统计文化卡通形象，得到了

社会人士的广泛参与。经评审，以象征“勤劳、奉献、

合作、求实”的小蜜蜂为原形的卡通形象———“真

真”一举夺魁，这便是“真真”诞生的过程。

■ “三步走”战略打造特色统计品牌

“真真”这一形象创建后，嘉定区统计局充分

利用每年 9 月 20 日中国统计开放日等重要时间节

点，组织策划实施“三步走”战略，着力打造嘉定统

计文化特色品牌。

第一步，结合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举办了嘉

定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宣传月启动仪式，并正式

发布嘉定统计文化卡通形象。

第二步， 结合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节庆， 举行

“坚守统计初心、践行时代使命”———“真真”与你

有个约会活动，邀请市民代表和企业统计人员走进

统计局，零距离了解统计数据生产过程和统计调查

工作；设计制作“真真”系列文化产品，组建“真

真”统计志愿服务队、“真真”统计文化骑行队，深

入宣传统计知识，切实提升“真真”统计文化的传

播力和影响力。

第三步，结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这一重大国

情国力调查，举行“大国点名、没你不行”———嘉定

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宣传月启动仪式。 以人口普

查与百姓切身利益为宣传重点， 制作了视频三部

曲、上海说唱、趣味小品等文艺作品；面向学生、居

民及企业开发“真真”系列文化产品，以区、街镇上

下联动宣传、线下与线上融合传播方式，持续向社

会传递“配合统计调查，依法提供真实数据”的理

念，努力营造“人口普查家家参与，惠及民生人人受

益”的浓厚社会氛围，树立统计可爱可亲可信可敬

的社会形象。

自项目落实至今，“真真” 系列文化产品和活

动受到了企业及公众的广泛认可与喜爱，企业及公

众依法配合统计调查的意识有了显著增强，统计工

作的社会环境得到明显优化，可爱可亲的“真真”

正成为可敬的统计人的代言人，成为“真数”可信

的统计的化身，不敢、不能、不想统计造假、弄虚作

假的工作环境也逐步形成。

嘉定区统计局认为，统计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

的社会系统工程，“真真” 作为区统计文化品牌引

领，为统计改革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工作思路和实

现路径。 在未来，他们将继续依托“真真”这一亲民

形象宣传统计知识，让统计文化植根于企业及公众

心中，从而在全社会营造遵守统计法、执行统计法、

关心支持配合统计调查工作的良好氛围。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在中

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为进一步激励全

体党员传承红色基因，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小

昆山城管中队党支部组织开展迎七一系列活动，缅

怀党的光荣历史，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向党献上诚

挚的祝福。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小昆山城管中队党支部开展迎七一系列活动

    为弘扬传统历史文化，增强与居委会的沟通联
系，共同倡导尊老、敬老、爱老的社会文明之风，端
午节前夕，中队组织党员们将亲手包的粽子和节日
祝福一起送到社区孤老、优抚对象们手中。 党员们
亲切地和老人拉家常， 询问日常起居生活情况、身
体健康状况， 同时普及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加
大了老人们对城市管理工作和行政执法工作的理
解与支持，提高法治意识，激发参与城市管理的热
情，共同营造良好的城市管理氛围。

中队灵活运用办公场所走廊区域的闲置空间，
开拓党建宣传阵地，打造“建党百年文化长廊”。 组
织党员共同参与制作专题党建展板，增强党员们的
集体认同感、归属感，使全体党员在耳濡目染中了
解、支持、参与、融入中队党建工作，营造浓厚党建
氛围。 后续，中队将以此作为党建创新工作的新窗

口、宣传党建知识的新载体、教育培训党员的新阵
地，真正把党建工作的触角沉到党员群体中，把党
建工作的重要性镌刻到每名党员心中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成功飞天，开启空间站首
次载人飞行任务，在这载入中国航天史的历史性节
点， 中队组织党员们实地参观了天马望远镜观测
站。 站内一幅幅照片记录着“天马”诞生前的一个
个重要过程：2009 年 6 月地质钻探、2011 年滚轮吊
装到位、2012 年副反射面吊装到位……党员们看到
了一代代天文人的对于浩瀚宇宙的执着热爱和不
懈探索，备受鼓舞，表示也将在城市管理工作中发
扬天文人孜孜不倦、甘于奉献的精神，披荆斩棘、勇
往直前，为建设“科创、人文、生态”现代化新松江
示范镇保驾护航，在新征程上奋力创造出无愧于历
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

    为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更好

的践行为民服务宗旨，让《民法典》深入群众生活，6

月 21 日上午，白鹤司法所在赵屯居委会开展了“美

好生活 民法典相伴”主题讲座。

民法典进社区 “典”亮居民生活
———白鹤司法所开展《民法典》专题讲座

    居委会法律顾问、上海珠玑律师事务所的肖锦

龙律师结合一个人一生中会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

围绕添附制度、自甘风险与自助行为等民法典的特

色亮点，并重点围绕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婚姻家

庭编中的内容，以小见大、生动有趣的解析《民法

典》，加深了居民对《民法典》的理解。

此次民法典进社区宣讲活动对于推动民法典

广泛传播，增强群众法治意识具有积极作用。 下阶

段，司法所将继续把《民法典》作为普法工作和法

治建设的重点，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

心里， 切实提高辖区群众的法律素养， 以尊法、学

法、用法、守法营造美好生活环境。

此外，6 月 15 日， 白鹤司法所还在青龙村开展

了民法典普法宣讲， 切实将民法典送入群众身边。

上海通解律师事务所的朱福昌律师从群众生活中

的法律小常识作为切入点， 通过以案释法的形式，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胎儿的继承权、遗嘱的新形

式、离婚冷静期、高空抛物等《民法典》的修改重点

与亮点，向在座的村民们讲解了《民法典》对日常

生活的重大影响。

通过专题讲座，不仅让村民们对《民法典》有

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更能帮助村民学会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用实际

行动帮助人民群众提升法治理念， 对加强基层治

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嘉定统计文化卡通形象“真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