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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盛倩妮） 12月
4日，由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
奉贤区党的建设研究会、区委党
校、区司法局联合开展的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
讨会暨第六个国家宪法日宣传活
动在区委党校举行。

研讨会上，市委党校副校长、上
海行政学院副院长郭庆松教授对本
次活动作总结讲话，为大家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提出了独到见解和明确要求。市委
党校政府治理研究院院长、上海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
心副主任李琪教授深入阐释了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多位来自高
校、市委党校的专家及基层干部，交
流学习了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的认识和体会。区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徐卫参加活动。

本报讯（记者 傅潇瑶） 与其
在阴冷屋里抱着被子昏昏欲睡，不
如趁着这冬日难得的暖阳出门“看
世界”。12月7日，九棵树（上海）未
来艺术中心推出酝酿已久的首届

“北欧音乐生活节”，来自北欧的旋
律和温暖的阳光一起，让人从心底
里暖起来（见图）。

3 场高雅音乐会、2 部北欧电
影、两场旅行讲座沙龙……两天的
时间里活动满满。芬兰“绿野琴
踪”艾米莉亚与苏维二重奏音乐
会、丹麦“未来嘉年华”曼贝与达诺
奇兰戈音乐会、挪威“爵士牧歌”卡
尔·赛格勒姆三重奏音乐会，悠扬
婉转的音乐充满了舞动活力，抒情
而激荡的词句蕴藏着深厚的社会
内涵，羊角号带来了北欧峡湾山谷
里的诗意与乡愁。北欧儿童动画
展也深受孩子们喜爱，4 部儿童动
画接连放映让小朋友们舍不得离
开。挪威电影《北极探险记》和旅
行家的主题讲座，极地探险与浪漫
童话结合，让市民们经历了一场奇
幻之旅。

“她们之间的眼神、配合，还有
演奏出的节奏韵律，都能让人感受

到彼此之间的默契，作为二重奏表
现得特别好。”此次音乐会，获得了
市民刘先生的极力推荐，对于第一
次造访的九棵树未来中心，也让他
感到惊艳，“没想到这里的环境设
施这么好，音响也非常棒，以后会
常来的。”

在一般的音乐会，身高低于1.2
米的低龄小朋友会被拒之门外。
而本次音乐节不限制观演年龄及
身高，全家人都可以开开心心来剧
院享受艺术的魅力。

“尤其天气这么好，就当全家
一起出门郊游了。”戏剧爱好者王
女士因为孩子年龄小，已经很久没
有在剧院里看演出了，这次也高兴
地带着一岁多的孩子来逛剧院。
当然，剧场内部的礼仪还是要自觉
遵守的。为了不打扰别的观众，她
早早就带着孩子出来欣赏剧场周
围的美景，“建筑艺术也是一场美
的教育，主要让宝宝来感受一下，
能和这么美的大剧院合张影，也很
开心呀。”

本报讯（记者 傅潇瑶） 12月
6 日上午，市水务局副局长陈远鸣
率市河长办考核组一行来奉，对奉
贤区 2019 年度“河长制湖长制”和

“水资源管理”考核并开展现场检查
工作。在实地察看申能热电企业取
水和贝港河河长制落实情况后，考

核组召开会议，听取奉贤区“河湖长
制”和“水资源管理（包括县域节水
型社会达标情况）”工作情况汇报。
考核组表示，今年奉贤区相关工作
比较到位，工作充满干劲，希望能够
总结经验，寻找不足，为明年工作做
足准备。副区长连正华出席会议。

首届“北欧音乐生活节”活动多

在“九棵树”过幸福周末
奉贤专题学习四中全会精神

市河长办考核组来奉检查

日前，奉贤区首届宪法宣传周系列活动之南桥镇“送法进社区 我们在一宪”大型法治宣传和法律
服务活动在南桥镇古华公园南广场举行。现场设置多个“法治”特色摊位，以面对面、一对一的形式，解
答法律问题，让参与群众切实感受法律的温度。宪法宣传周期间，各地区纷纷开展法治宣传和法律服
务活动。 （王菊萍/摄影报道）

送法进社区送法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 邵毓琪） 12月
5日，奉贤区举行“新航驿站奉志分
站”暨奉贤区“中途之家”揭牌仪
式，这标志着全区首家“三无”刑释
人员就业帮扶站正式启用。“三无”
刑释人员，即无就业、无居住场所、
无亲戚朋友的刑满释放人员。

揭牌仪式上，区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周龙华表示，各相关部门要
提高对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
重要性的认识，继续整合社会力
量，创新社会治理新路径，在助力

“法治奉贤”建设中展现新作为、焕
发新气象。

奉贤首家“中途之家”揭牌

用“四个一步”回答好“初心四问”
（上接1版）孙建平指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奉贤区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和
市委要求，统筹抓好学习教育、调
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等措
施，在学习教育上突出学深悟透，
学习的系统性、制度性、自觉性进
一步提升；在调查研究上突出聚焦
重点难点问题，政策制定的针对

性、有效性进一步提升；在检视问
题上突出拓宽视野，自我革命的意
识和担当进一步提升；在整改落实
上突出解决实际问题，执政为民落
实到思想行动的力度进一步提升。
本次民主生活会准备充分，剖析深
入、批评认真，整改措施具体，是一
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统一思想、
凝心聚力、坚守初心使命，重整行装
再出发的民主生活会。

孙建平指出，下一步，要一以
贯之、久久为功，进一步总结经验、
巩固提升，不断推动主题教育成果
落实落地。要切实转变工作观念、工
作方法、工作作风和工作习惯，进一
步提升工作“显示度”，提高群众“感
受度”。

区委常委徐卫、韦明、包蓓
英、周龙华、连正华、顾耀明、孙
嘉丰、刘惠铭等出席会议。

为百姓带来“心”的希望
（上接1版）作为科室主任的乔

增勇，忙碌是常态。每天早上 7 点
左右，他的办公室灯已亮起。提前
一个多小时上班，做好当天安排、
了解手术情况，下班时间则以手术
为准，一天唯一的休息时间是中午
吃饭的时候，匆匆吃完又要忙着准
备下午的手术。“心内科医生下班
时间基本没个准，啥时候做完手术
就啥时候下班，有时做到夜里 1 点
下班也是常事。”一年间，心内科要
开展相关手术近 2000 例。这就是
今年55岁的乔增勇的日常。

而在11年前，区中心医院心内
科一年做的手术仅有几百例。当
时，奉贤区甚至还没有高质量的心
内科，奉贤的百姓一旦突发急性心
梗死，必须耗时1.5小时车程，赶往
市区大医院救治，不幸者常在途中
便已不治。2008年，作为人才引进
的乔增勇来到奉贤区中心医院工
作。11年后的今天，在他的努力与
带领下，奉贤区中心医院心内科开
启了区内医学史上冠心病、心率失
常等介入诊治零的突破，成立胸痛
中心，改变了长期以来区内患有冠
心病、心肌梗死等病症患者必须舍
近求远，冒生命危险辗转市区医院
救治的传统。乔增勇的到来让奉

贤的心内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成为奉贤百姓的一件幸事。

“我来的时候，我们心内科的
医生里高学历只有我一个人。”在
认识到心内科这类专业性较强的
科室，严重缺乏人才，也是导致“看
病难”的关键原因之一。乔增勇对
自己的团队建设，有了更严厉更严
格的想法。十一年间，从一名光杆
司令，到培养出 20 名成熟医生，他
花了很多心血。现如今团队中的
20名医生，光博士学位就有5人，其
余80%均是硕士学历。在乔增勇看
来，“学习从来不晚。”为了做好团
队的带头人，他在百忙之中，花了3
年时间也将博士学位读了出来。

十多年来，乔增勇带着团队不
断探索，在技术上也不断向精准化
治疗进军。“未来我们还要植入高
新的医疗技术，不断优化冠心病的
介入治疗，把奉贤的胸痛中心建得
更好。”他说，要让奉贤百姓觉得，
市区大医院能做的手术，在奉贤也
可以做，这才是真正能够让老百姓
有获得感的事，这也是他作为一名
心内科医生的最终意义。

采访结束，已是下午 3 点左
右。乔增勇整理起身，“还有个病
人在等我。”留下这句话，他便匆匆
走向介入手术室。

为“美丽健康之路”腾空间
（上接1版）上海工业综合开发

区副总经理吴光辉表示，两年多时
间，“我们与每家企业洽谈不少于
40次，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进行政
策解读，大家经过多方磋商，才圆满
完成任务。”

在奉贤扎根 20 年的老字号国
企，上海南桥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当时得到要动迁的消息，很多员工
也是万分不舍。但是为了配合奉贤
区的产业定位，公司积极配合，在签
订动迁协议后安抚好员工情绪，制
定合理的补偿方案，目前正在有序
推进搬迁工作。

“很多老员工得知要动迁，甚至
都流下了眼泪，但是我们也明白奉
贤目前的产业定位，也是为奉贤的
发展做贡献。”上海南桥变压器有限
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刘建华
介绍，目前还有 60 多名员工，正在
进行一些收尾工作，到今年年底基

本停产。
作为动迁速度较快的中隆轴

承，目前已经搬迁至外省市，而在推
进动迁同时，开发区同步开展招商
引资，实现资源无缝衔接。目前中
隆地块已签约珍宝岛项目，预计总
投资27.5亿元，将打造中草药研发
基地、全球研发管理平台、中药材电
子交易管理总部等融合一体的国际
美丽健康产业园。原上海柘中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里面的厂房不仅已
经全部拆除完毕，新项目青少年活
动中心也已开工建设，预计2022年
可以与奉贤老百姓见面。

据了解，奉浦大道改造后将成
为东方美谷大道，西起浦卫公路东
至浦星公路，全长约13公里，围绕美
丽健康产业，吸引企业总部、研发、
销售等集聚，并同步将其打造成为
集城乡统筹、文化展示、智慧生态为
一体的复合示范实践区，打造一条
生活、生产、生态融合的活力大道。

百姓把军人当亲人 官兵把驻地当故乡
（上接 1 版）庄木弟强调，市检

查组来奉考评指导,是对奉贤双拥
工作的一次大检阅、大促进。奉贤
将以此轮双拥创建评比为契机，继
承和发扬“贤城故里，鱼水情深”的
双拥工作优良传统，架好连心桥、
当好保障部、办好暖心事，高奏军
爱民、民拥军的时代强音，用情、用
力、用心谱写奉贤双拥工作新篇章,
双拥之花必将在贤城大地绽放得

更加绚丽夺目。
高菊兰对奉贤区的双拥模范

区创建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她表
示，奉贤区委、区政府提高政治站
位，对双拥工作高度重视，将双拥
工作纳入了奉贤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中，工作推进扎实。同时，面对
新任务、新挑战，奉贤创新双拥模
式，用新思路、新理念、新举措去解
决遇到的新问题、新难题，部分工
作走在了全市前面。

检查组还听取了区人武部、区
宣传部、区教育局、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金汇镇、海湾镇的双拥工作
汇报。区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主要负责人、各驻区部队军政
主官参加了汇报会。会后，检查组
还赶赴青村镇双拥优抚之家（北塘
清溪生活驿站内）、驻奉某部队、海
湾女子民兵哨所进行了实地检查。

区领导连正华、刘惠铭、陆建
国、王建东、张开明出席汇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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