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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潘玉明）今年2月份以来，奉贤本土
散文家、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高明昌的散文，两次亮相
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2月10日，《解放日报》“朝花”副刊发表高明昌的散
文《母亲的孤独》，同日解放日报“朝花时文”、中国作家
网推送。3月18日北京《文摘报》全文转载，当日中共中
央宣传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送。6月5日，《文汇报》

“笔会”副刊发表高明昌散文《补锅子 补日子》，文汇笔
会平台、中国作家网当日先后推送，6月5日中共中央宣
传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送。

高明昌是奉贤青村镇钱桥人，现为市作协散文组高
产作家。平时好读书，爱生活，喜思考，勤写作的他，每
年在省市级报刊发表散文达70篇左右，字数超过20多万
字，每年被转载的文章有30多篇。有的文章反复转载，
如《烧一锅霜打的青菜》《老了以后的爱情模样》转载近
10次。有20余篇散文被选录进各类中学生读本，2016年
起共有10余篇散文被用于省市各级高中招生教育语文
模拟试卷。

高明昌散文写作内容有宣传奉贤的美景，如《金汇
港呀，金汇港》《青村老街的雾》；介绍奉贤的名品，如《南
桥的鼎丰腐乳》《庄行的麻花郎塌饼》；展示奉贤的风土
人情，如《奉贤海湾，吹的什么风》；讴歌奉贤人民的勤
劳、善良、淳朴的美德，如《她们全是我们的母亲》等。高
明昌说，作家的立身之命是人品、是作品，用作品讴歌家
乡的人民，当是一个散文家的使命。

本报讯（记者 吴口天）6月7
日至9日，2019年上海市普通高校
招生统一文化考试落下帷幕。近
2100 名奉贤学子赴考。据市教育
考试院发布称，统一高考成绩将于
6月23日（周日）公布。考生成绩
通知单将于 6 月 24 日由中国邮政
EMS 按照考生高考报名表上填写
的本市通讯地址投递到考生家中。

拥抱成“最佳感恩方式”
6月8日下午5点不到，奉贤中

学考点，家长和老师们都在校门外
翘首以盼，心中默数倒计时，“还有
5 分钟，还有 3 分钟……还有 1 分
钟！”直到整点的铃声响起，考场门
外一片欢呼声，仿佛最先得到解放
的是家长和老师。

致远高中考点外，每当有考生
走出，人群中便迸发出热烈的掌声，

伴以“你是最棒的”欢呼。随着考生
一个一个地走出来，迎上去拥抱、尖
叫、击掌、拍照、做鬼脸、秀表情、摆
Pose……有几个关系好的考生甚至
激动地抱在一起大喊：“我们终于考
完啦！”12年寒窗苦读，高三一年的
拼搏，走出考场，他们一身轻松，心
情却是复杂的。

“感觉英语比去年难。”奉贤中
等专业学校出来的首位考生感慨
道，也许受到了首日数学的影响，
同学的话让周围的家长们一惊。也
有考生满脸自信的走出考场，甚至
开起了玩笑，“相比数学，绝对是
在情理之中的。”本次上海高考外
语科目实行的是“一年两考”，选
择较高一次的成绩计入高考总分。
不少考生有了第一次成绩打底，这
次的考试状态也更轻松了。不少家

长则坦言，孩子们这三年非常辛
苦，回去要好好“犒劳”一下，旅
游放松或成大部分家长的最佳选
择。

“红色”、旗袍妆点考场
旗袍和“中国红”显然成为了近

几年来高考的送考“流行趋势”。开
考首日早上 8 点，奉贤中学门口就
已经人山人海了。一群考生手里拿
着“红皮书”或者复习资料，还在争
分夺秒地“涨知识”。曙光中学、格致
中学的送考老师们都穿上了印有

“考试必过！加油”字样的红衣，在考
场门口排成队列等待考生的到来。
面对首场语文科目，格致中学的语
文老师闫文治向自己学生们寄语：

“天道酬勤，减少不必要的失误，发
挥应有的水平。”

而来送考、陪考的妈妈们则不

约而同地穿上了旗袍，争奇斗艳，妆
点了考场外。很多爸爸也换上了平
时不太穿的红T恤，用“盛装”来表
达对孩子的鼓舞。

据了解，由于此次高考与端午
佳节“相遇”，为了确保奉贤区考点
交通通畅，考生进场有序，保证听力
科目考试顺利进行，公安交警在考
点周围加强护学送考，提醒非机动
车驾驶人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的骑车
人不要随意鸣号，为考生创造安静
的交通环境。除了公安部门全力为
高考护航，城管部门在考点边上搭
起遮阳棚，为广大考生及家长服务
外，区生态环境局、文旅局、市场监
管局、气象局等多个部门从各自职
能出发，均采取了非常有力的保障
措施，为广大考生安全、顺利应考创
造了良好条件。

本报讯 （记者
孙 燕） 6月5日，记
者从奉贤区第一批
驻村指导员报到会
上获悉，市、区两级
选派 30 名干部作为
驻村指导员奔赴相
对 薄 弱 的 农 村 一
线。区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韦明出席。

这次选派驻村
指导员，主要是宣传
贯彻中央、市委、区
委关于乡村振兴工
作的方针政策和决
策部署，指导农村基
层组织建设，加强党
建引领村级治理，推
动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壮大，发挥本单位
优势，帮助解决村民生产生活实际
困难和具体问题等。

首批驻村指导员中，15名干部
来自市级机关、国企、杨浦和普陀等
单位和地区，15名则是本区选派的
指导员，他们将在6月上旬全部下派
到位，开展为期1年半的驻村工作。

6 月 6 日上午，区禁毒办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奉贤区分公司联合举办的
2019年奉贤区“全民禁毒宣传月”之平安邮路——邮政禁毒志愿者宣讲队启动仪式在
区文化广场举行。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区禁毒委常务副主任周龙华出席。图为志
愿者车队行进在南桥街头。 （记者 崔一民/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蔡倩雯） 6月5
日，奉贤召开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
动暨民主管理集体协商工作推进大
会。

会议部署了和谐劳动关系创建
活动、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工作。
表彰了上海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
业代表、2018年度集体协商示范单
位代表以及十大行业(区域)集体协
商优秀案例。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总工会主席陆建国，副区长梅
广清出席。

本报讯（记者 邵毓琪） 端午
节前，区政协柘林镇政协委员联络
组在新寺学校开展“海君工作室”成
果展示及联络组座谈交流活动。

活动中，一批青年骨干教师就
“教什么、如何教、为什么教”进行现
场剖析，使得奉贤优质示范课下沉
至乡村学校成为现实。

区政协副主席张开明出席。

奉贤近2100名学子赴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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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散文家高明昌作品
两次亮相“学习强国”

凝心聚力 打伞破网
（上接 1 版）各地区、各部门党

政“一把手”要切实肩负起“第一责
任人”的责任，围绕“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主题
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
想，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的涉黑涉
恶问题和各种乱象问题。要防止

“无关论”，解决干部慵懒问题；
要防止被表象迷惑，深挖那些看
起来正确的、合法的背后根源，
特别是“黄赌毒”、金融领域、市
场乱象、工程领域等重点领域、
重点行业背后的“故事”，做到不
漏一案、不漏一罪、不漏一人。
彻底铲除黑恶势力的生存土壤，
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会后，庄木弟又前往区扫黑
办，专题调研有关工作开展情
况。区委常委、区政法委书记、
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常务副
组长周龙华作情况说明，区“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副组长韦明、
孙嘉丰、唐丽娜、何斌、孙军出席
并提出工作设想。

聚焦产业提升“号脉”东方美谷
（上接1版）打造出东方美谷发展的一面

旗帜。要将大健康产业的技术、企业、市场、
资金等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将东方美谷这
个产业品牌转变为城市品牌乃至文化品牌，
力争让东方美谷作为大健康产业成为“中国
的代言”。要建立国际化水准的国际社区，吸
引更多院士专家集聚奉贤，为奉贤区域经济
和社会发展献计献策，把更多的科研成果放
在奉贤转化运用，让东方美谷植入中华民族
伟大的基因。

黄兴华在致辞中表示，本次会议是上海
市科协和奉贤区共同打造的高端学术论坛，
能充分发挥院士专家的战略指导作用，进一
步促进科技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希
望院士专家的真知灼见，能成为推动东方美
谷健康发展的新动力，促进奉贤新时期发展
的新动能。市科协聚焦三大重点领域，今年
成立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制药三个专
业圆桌会议，旨在努力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增
强创新策源能力，推动重要成果转化，提升科
技创新能动，推动上海着力形成充满生机的

创新企业集群和现代产业集群。
郭芳表示，在“少年奉贤”向“青春奉贤”

转变的关键时期，奉贤要找智慧，战略咨询会
就是帮助奉贤找智慧，期待这是一个新的起
点，让院士专家们成为奉贤重要的战略合作
伙伴，希望大家继续关心奉贤发展，在各个方
面、各个领域寻找合作空间。

主题会议由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药
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凯先主持，中科院院士、复
旦大学副校长金力作主题发言。赵国屏、王
威琪、廖万清、王红阳、邓子新等两院院士，上
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冯年平、江南大学教授曹
光群、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香料学院院长肖作
兵等分别围绕会议主题，对于奉贤如何坚定
依靠科技支撑，为院士专家科研成果产业化
项目落户奉贤等，进行深入交流讨论并提出
了建设性意见。

据悉，本次会议由上海市科协与奉贤区
政府联合主办，奉贤区科协、上海市科协生物
医药专业委员会承办，是加强市区联动，积极
发挥院士专家的战略指导作用的新举措。

副区长顾佾就东方美谷发展情况作介绍。

强村富民是实施乡村振兴第一工程
（上接1版）采取措施，让群众拥有更强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从而激发出群众的内生力和创造力，朝着
共同目标前进。

“农村、农民、农宅，今后到底怎么办？尤其是农宅，
都是40多年前建设的，还能再坚持吗？”一开场，江海村
江海7组组长徐新舟便说出了村民的最大忧虑。庄木弟
直接回应，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奉贤区把农村美、农
业强、农民富作为重要内容，“农村美，就是要做到美在自
然，美在农民，美在和谐；农业强，就是要做到强在科技，
强在品牌，强在文化；农民富，就是要做到富口袋，富脑
袋。”庄木弟强调，这是我们推动奉贤乡村振兴战略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一定会解决你们的忧虑。”

区人大代表俞保国提到了一个问题，“在乡村振兴大
背景下，乡办企业到底是走还是留，下一步如何发展？”在
庄木弟看来，这个问题背后，是资本如何整合的问题。他
指出，在实施乡村振兴中，奉贤将聚焦“一个宅基、两个老
人、一个梦想”的现状，弄清楚百姓想什么、要什么的问
题，研究好人的城镇化、空间的城镇化这篇大文章，真正
盘活沉睡的资源，走出一条创新路子来。

“作为农村，强村富民是关键。”江海村老党员丁延林
提道。庄木弟表示，乡村振兴，关键是靠农民自愿。他鼓
励人大代表要主动深入到各自的选区中，走访选民，当好
宣传员、调研员、服务员和示范员，通过宣传党的方针政
策、回应群众急难愁，激发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
力，形成共建共创的局面。

庄木弟还要求南桥镇率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实施干部下沉到村居一线蹲点制度，
摸清群众想什么、干什么、做什么，精准回应群众愿思盼。

严打“保护伞”铲除黑恶势力
（上接1版）

推动乡镇、街道、村居党组织充分发
挥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度，动员广大群
众积极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动成员
单位和政府行业监管部门履职尽责、积极
联动、强化监管，使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庄木弟在汇报中表示，在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中，奉贤将咬定三年为期的目标不
放松，分阶段、分领域完善策略方法、调

整主攻方向，保持强大攻势，紧盯涉黑涉
恶重大案件、黑恶势力经济基础、背后

“关系网”“保护伞”不放，扎实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有效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根据安排，中央扫黑除恶第 16 督导组
督导进驻上海时间为 1 个月。督导进驻期
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导组职
责，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主要受理上
海市涉黑涉恶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
不属于受理范围的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
督导地区、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