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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花音乐节在嘉北郊野公园举行

本报讯 “共产党员的初心就是

为人民谋幸福，而人民群众的初心则

是跟着共产党走。”“红军革命斗争的

艰苦卓绝令人景仰，伟大的长征精神

永远激励着我们！”“坚定信仰，不忘初

心，才能走好新时代的新长征！”在古

田会议的一个个现场教学点，感受和

“体验”了当年中央苏区红军的苦难辉

煌，嘉定区干部轮训班学员表示深受

震撼、深受教育。

4月10日至12日，嘉定区第23期

处级领导干部轮训班的39名学员，前

往福建省上杭县古田会议旧址接受革

命传统教育。这是嘉定区首次通过办

班的形式，组织领导干部赴古田会议

旧址开展学习教育。

1929 年 12 月 28 日-29 日，毛泽

东、朱德、陈毅等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

镇领导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

第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彪炳史册的

古田会议。《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思

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指导思想和党指

挥枪的原则，是党史、军史上的里程

碑。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古田主

持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使古田再

次成为全党全军追根溯源、正本清源

的生动教学和研究基地。

在以古田镇、才溪乡、长汀县等为

代表的原闽西革命根据地，学员们瞻

仰了古田会议会址、《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写作地、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旧址

群、瞿秋白纪念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

旧址、松毛岭战地遗址、红军长征第一

村，通过现场教学、情景教学，深刻把

握古田会议的历史意义、当代价值和

红军战士巨大的牺牲精神；在主席园，

学员们向毛主席敬献花篮，缅怀领袖，

重温入党誓词；在松毛岭、郭公寨战地

遗址，学员们重走长征路，送粮送弹、

支援前线。

中共嘉定区委党校副校长、中国

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李德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组织学员来这里开展党员领

导干部教育培训，就是要让学员“从古

田再出发”，找到初心、坚定信仰，进一

步锻炼提升党性修养，进一步提升推

动嘉定改革发展的能力。

据了解，于3月26日开班、为期一

个月的嘉定区第 23 期处级领导干部

轮训班，也是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对

干部教育实施改革创新后的第一个班

次。这些改革创新的做法主要有：拓宽

资源、借力联强、提升水平，首次将轮

训班部分课程安排到中国浦东干部学

院；成立教学项目组，安排骨干教师全

程参与教学设计和管理，更好地满足

学员对教学培训的需求；开发历史人

文、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本土课程，传

播嘉定声音、讲好嘉定故事、振奋嘉定

精神、推动嘉定发展。 记者 寸声

本报讯 4月14日下午，摇滚、民

谣、朋克……阵阵音乐从嘉北郊野公

园传出。令人心潮澎湃的节奏勾起了

徐昊的兴趣。徐昊每天下班都要经过

这里，“平时里宁静的郊野公园，今天

有什么大事儿？”带着疑问他走进公

园。

无需购票，打开微信，关注“嘉北

郊野公园”及“CityFarm城市农庄”后，

徐昊找到了答案——“油菜花音乐

节”，他兴奋极了：“原本以为听歌肯定

要收费，没想到竟然不收钱！”他告诉

记者，这次演出也改变了他对嘉北郊

野公园的看法：自去年9月开园以来，

他来过这里几次，除了原生态、面积大

之外，没给他留下更多的印象，“以前

一直觉得这是个‘老幼’公园，一点儿

也不‘躁’，但今天真是太HIGH了！”

此次油菜花音乐节是嘉北郊野公

园今年举办的首场大型活动，能吸引

这么多年轻人进到“嘉北”来，靠的不

仅仅是音乐。早在3月28日，嘉北郊野

公园的微信公众号就已开始为活动预

热，并邀请粉丝上传个人才艺的视频

材料，共同参与音乐节当天的演出。音

乐节现场的春日集市也是一大亮点，

乐器展示、创意家居、原创DIY、汉娜

手绘、玉石雕刻、田头采摘……以“不

售卖商品、只贩卖快乐”为主题的集

市，为动感十足的现场增添了一股浓

郁的文艺范儿。

在油菜花音乐节后，嘉北郊野公

园还将举办更多活动。5 月 20 日，

X-Mudder泥泞障碍赛全国巡回赛首

站，将在这里举行。X-Mudder泥泞障

碍赛活动的创意灵感源于特种兵训

练，也是国内原创的赛事 IP，于 2015

年在北京开启第一场赛道长十公里、

设有十九个关卡的障碍赛，吸引一千

多人报名参赛；2016年在全国三个城

市举办五场赛事，累计两万人参赛；

2017年，全国五个城市六场比赛累计

有五万人参赛。待到六月夏至，公园内

的薰衣草花海将向游客开放，园方还

将在花海内预留两条通道，方便游客

走近拍照。

精彩活动每月不断，嘉北郊野公

园的服务也愈来完善。4月11日，线上

购票系统上线，园内观光车票、游船

票、儿童森林探险票可直接在“嘉北郊

野公园”微信公众号上购买。游客只需

关注公众号、先后点击“景区互动”、

“在线购票”、选择票类后便可购买。在

园内，直接出示二维码可享受服务。

此外，位于嘉松北路的公园 3 号

门也于4月14日启用，并开设西游客

中心，向游客提供票务、咨询、投诉等

服务。一同增加的，还有公园的停车

位，位于 3 号口的 P3 停车场共有 464

个停车位，如今，嘉北郊野公园已有4

个停车场，累计车位达1500个。

记者 秦逸超 文/摄

本报讯 4 月 11 日，市文明办副

主任姜鸣一行，来嘉定调研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

姜鸣先后调研了南翔老街、南翔

智地和南翔镇永乐村，实地查看了三

个地点的环境卫生、公益广告、制度公

示、志愿服务等项目，并听取了区文明

办相关负责人对嘉定区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的情况汇报。调研组对嘉定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

嘉定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特

别在志愿服务工作上取得了一系列突

破，充分培育与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促进了社会的文明和谐，为百

姓造福。

据了解，志愿者作为创建文明城

区的主力军，在嘉定创城的六年时间

中得到蓬勃发展。目前，全区有注册志

愿者 22 万余名，339 家志愿服务站，

9139个志愿服务项目，1055个志愿服

务组织。其中，有4人被评为上海市杰

出志愿者，107 人被评为上海市优秀

志愿者，42人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志愿

服务组织者。 记者 王安琪

市文明办一行来疁调研

本报讯 4 月 15 日，“不忘初心，

军民同行”2018年嘉定区双拥项目发

布暨传统文化进军营活动启动仪式在

菊园百果园举行。区委常委、区委政法

委书记陆奕绎，区政协副主席陈宾出

席活动。

当天，嘉定发布四个公益项目：古

艺传承·文化拥军——嘉定区传统文

化进军营项目；翰墨飘香·溢彩军营

——韩天衡双拥艺术基地培训项目；

拥军支前·粮油先行——为驻嘉部队

官兵送军粮项目；情系功臣·关爱到家

——区重点优抚对象入户关爱项目。

活动上，“双拥果园”揭牌成立，传

统文化进军营项目正式启动，驻嘉部

队官兵代表、小学生代表等一起体验

了军民诵读、趣味赛事等（见右图）。

记者 秦逸超 文/摄

嘉定发布四个双拥项目

本报讯 今年，嘉定区创建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将迎来终期

验收。4月10日，嘉定区创建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推进会召开，总

结、部署相关工作。副区长王浩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在终期验收中继续

保持好成绩，增强示范区创建的责任

感与使命感，继续在完善公共文化服

务标准体系、加强“文化嘉定云”示范

效应、加快文化馆总分馆体系建设、加

大示范区创建工作宣传力度等方面下

功夫，全力抓好示范区创建各项工作。

根据部署，下阶段，嘉定将围绕提

升基层服务水平、扩大文化品牌影响

力、完善长效机制等方面，通过提升

254 个标准化居村综合文化活动室

（中心）服务功能，新增24个“我嘉书

房”、深化公共文化资源四级配送，深

化“文化嘉定云”、文教结合等一批特

色文化品牌，开展公共文化跨界合作、

文化与商圈共赢、文化与旅游亲密接

触等，努力打造东部地区乃至全国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嘉定范例”。

据悉，嘉定区作为第三批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单位，在

公共文化数字化、标准化、文教结合、

文化商圈等方面成效显著，得到了国

家文化部的高度认可。去年7月，嘉定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中期督查

中，8大类35项指标中有34项指标为

优秀，第三方暗访取得90.8的高分，综

合成绩暂列东部地区第一位。

会上，区文化馆等 4 家基层单位

代表分别就示范区创建工作作交流发

言。 记者 孙凌

嘉定召开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推进会

嘉定区干部轮训班学员赴古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不忘初心，走好新时代的新长征

简讯

菲律宾文化体验活动
在安亭举办

本报讯 4 月 12 日—15 日，菲律

宾旅游文化交流活动在嘉亭荟城市生

活广场举行，菲律宾国家旅游局为嘉

定人民带来了一系列以旅游文化为主

题的精彩活动：来自菲律宾的世界级

表演团体Sindaw，展示了菲律宾传统

的民间音乐和歌舞；传统手工艺品展

示、各类体验活动，让游客不出国门便

可感受到浓浓菲律宾风情。

记者 李华成

打击禁鱼期非法捕捞
本报讯 日前，区农业执法大队

会同区水上治安派出所，对吴淞江等

群众举报较多的水域开展打击非法捕

捞执法行动，拆除违法网具8个，查处

违法案件9起，罚款人民币7600元。据

悉，今年禁渔期禁渔时间为2018年2

月 16 日 12 时至 5 月 16 日 12 时；禁渔

对象为除钓具、特殊手工作业外的所

有捕捞作业类型。 通讯员 农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