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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个词条，每个 60 秒时长、20 个视频镜头、200 字解说词

《秒懂嘉定》带你穿梭时空，
爱上嘉定
创建 国家公共文化示范区
本报讯 一分钟能做什么？走一
百米、折一张纸、背两首诗？现在，
还可
以看懂一座城市。近日，
区文广局制作
的公益文化视频《秒懂嘉定》系列正式
上线，围绕“江南文化”、
“海派文化”、
“红色文化”首批推出 30 个词条，每个
长约 60 秒，通过声画定格城市文化新
触点，提升文化生命力。
嘉定作为江南历史文化名城，辖
区内有嘉定镇、南翔镇两大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既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嘉定孔庙，又坐拥上海五大古

典园林中的秋霞圃与古猗园。
“虽然已
在沪上具有一定知名度，但在全国的
影响力和知名度还有待提升，市民关
注度也需要进一步提高。
”
区文化部门
有关工作人员介绍。
然而，
随着生活节
奏的加快，人们获取信息日益碎片化
和快捷化，大多数人很难真正耐心欣
赏长篇的内容，短小精悍的篇章反而
更受欢迎。
《秒懂嘉定》系列短片选取标志性
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事件、著
名人物等众多嘉定文化的代表，凸显
嘉定“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相融合”
的
城市特色。从短片目录可以看出，
“嘉

定孔庙”
“秋霞圃”
“古猗园”
“紫藤园”
等市民耳熟能详的词条全部在列。以
“秋霞圃”为例，片长 67 秒，共有 22 个
镜头，全场采用短镜头拍摄，最短 1 秒
钟，最长的也只有 3 秒钟，画面景别选
择多数为远景和全景，较为全面地展
示了秋霞圃风貌。
与“秋霞圃”
一样，
每
个词条都配有 200 字左右的旁白予以
解说，简明扼要地向观众展示拍摄对
象的基本状况和特色。
嘉定竹刻、南翔小笼、徐行草编都
是优秀的民族传统手工艺的代表，也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秒懂嘉
定》也将镜头对准精工典雅、风雅绝俗

的竹刻作品，
以及精细美观、轻巧舒适
的黄草编织和玲珑剔透、满口生津的
南翔小笼。
“文化是活的生命，只有传
播出去的文化才能持久，才具有生命
力。
非遗文化这一‘词条’的推出，
强化
了嘉定非遗的活态传承和推广。
”区文
广局工作人员说。
嘉定三屠、顾维钧、吴蕴初……有
关嘉定的历史事件和嘉定名人，
《秒懂
嘉定》通过影像揭开尘封的历史，
让更
多市民感受到嘉定生生不息的力量。
“短片充分发挥嘉定文化底蕴深厚、文
化资源丰富的优势，以彰显奋进的红
色文化为引领，弘扬浓厚的传统文化

为支撑，提升嘉定文化的品牌形象和
影响力。”区文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上海保利大剧院、嘉定区图书馆、嘉定
博物馆等现代文化地标，也在短片中
被勾勒成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
“言简意赅”
“ 微言大义”
“ 字少信
息量大”
……不少市民看过视频后，纷
纷在朋友圈点赞。网友“高高的小姑
娘”
表示，一分钟短片可以让人宏观地
了解嘉定的某一个“关键词”，如果觉
得很有兴趣，再深入近距离了解即可。
网友“福娃张如懿”则留言称：方式新
颖，内容通俗易懂，希望加以推广，有
更多新的词条推出。
记者 冉涛

嘉定区律师行业党委成立
本报讯 6 月 6 日，嘉定区律师行
业党委成立揭牌暨党建服务中心、律
师党组织共建结对仪式举行。
会上，
嘉
定区律师行业党委揭牌成立；
“滴滴律
师伴我行”
、
“党员律师工作室”
、
“法治
先锋公益行”、
“法治@初心微党课”四
个共建项目发布，今后将通过党建共
建、资源共享等，共同提升嘉定党建科
学发展水平；区律师行业党委和区党
建服务中心签订共建协议，各街镇社
区党建服务中心和结对律所党支部签
订共建协议，街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党员律师工作室”揭牌。

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陆奕
绎，
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周文杰
出席活动。
陆奕绎在讲话中指出，律师行业
党组织要主动融入区域化党建格局，
共同推动区域党建科学全面发展；各
位律师要创新工作方法，提升自身水
平，
为律师行业党建提供有力保障。
据悉，截至 2017 年底，全区有律
师事务所 60 余家，执业律师 422 名，另
有公职律师 17 名。五年来，全区律师
共代理诉讼和非诉讼案件 2.7 万件，法
律援助案件 0.8 万件。
记者 冉涛

可以听交响乐，也能玩泥巴、钓小龙虾……6 月 9 日，2018 年华亭镇“球明杯”
田园文化节开幕，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顾惠文出席活动，并宣布华亭镇 8
个田园文化驿站启动。
记者 李华成/摄

党委中心组交流学习经验
本报讯 6 月 8 日，嘉定举行部委
办局、街镇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交
流会，回顾一年来理论学习情况和经
验成果，研究探讨加强和改进党委中
心组学习方法和途径。区委常委、区委
宣传部部长顾惠文出席并讲话。
一年来，嘉定各部委办局、各街镇
党委（党组）深入贯彻中央、市委和区
委的要求，把党委中心组学习放在重
要位置，坚持示范带头，
自觉深入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化学习内容、创
新学习形式、完善学习制度、转化学习
成果，取得了许多富有特色、扎实有效
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有力地推动嘉定

征集学生作品
描绘美丽生态
本报讯 6 月 9 日，
“同筑少年梦，
共绘生态美——第二届上海市中小幼
学生生态文明创意作品征集活动”在
嘉北郊野公园启动。活动将通过征集
学生的绘画、摄影等作品，
描绘祖国大
好河山和地理地貌，
展示人与自然、社
会与自然的和谐状态，畅想生态文明、
环境保护更美好的发展前景。区委常
委、区委统战部部长张劲松及市教卫
工 作 党 委 、市 教 委 有 关 领 导 出 席 活
动。
当天，外冈镇还举行了“同筑少年
梦，共绘生态美”嘉定外冈专场主题活
动。发布了 11 个“小小梦享嘉”项目，
并与圆梦师签约。
活动现场还展示了冰雕、泥人、糖
画等手工艺项目。
记者 李华成

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事业发
展。
顾惠文强调，
要准确把握大局，
提
高思想站位，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
和改进党委中心组学习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要突出问题导向，加强顶层设
计，
切实提升理论学习的水平和实效；
要注重示范引领，明确工作要求，
进一
步提升党委中心组学习的带动作用。
会 上 ，2017 年 度 嘉 定 区 部 委 办
局、街镇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实践
创新成果优秀项目受表彰；外冈镇党
委中心组、嘉定新城党工委（马陆镇党
委）中心组、区行政服务中心党委中心
组作交流发言。
记者 顾娴慧

嘉定举行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
本报讯 6 月 9 日是我国的第二
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嘉定围绕文化
遗产的传播与传承主题，组织开展了
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宣传、展览和体验
活动。区领导顾惠文、陈技、朱芳分别
出席活动。
在嘉定孔庙，2018 年嘉定区“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暨《嘉定孔庙志》首发式举行。新出版
的《嘉定孔庙志》近 50 万字，不但填补
了嘉定方志的空白，在全国文庙系统
中也是首创。
嘉定新城西云楼广场上，
“ 新时

代，新生活，新传承”嘉定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体验集市全天候不间断。逾 30
个街镇文化中心、社会主体在现场以
集市形式，为市民提供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各项互动、体验、展示活动。活动
中，社区代表为 5 位非遗传承者颁发
嘉定区“非遗在社区”非遗名师聘书。
未来，非遗名师们将在学校、基层社区
常态化开展演、讲、示、教等公益性传
承传播活动，
从而形成“每个街镇有非
遗、每个社区有传人、每个设施有活
动”
的活态传承局面。
“嘉定区非遗传习基地”授牌仪式

也同步举办，4 所学校、6 个社会组织
接受授牌。借此，嘉定将统筹场地、项
目、传承人及各方资源，
支持、引导、督
促传承人履行传承义务，建立项目可
持续发展机制，共建非遗文化传承的
良好通道。
此外，嘉定新城（马陆镇）还携手
西云楼与上海曲艺家协会共同推出杜
公馆“海派讲堂”曲艺项目，通过定期
举办“海派讲堂”，真实还原老上海的
“人”和“事”，进一步传播、研讨、深挖
海派文化历史内涵、文化故事。
记者 孙凌

嘉定创新理论宣传模式，
让时代“微元素”成为理论宣传的“微载体”

小小便利贴，传播大道理
本报讯 在数字化、泛传播的大
背景下，
“微文化”正在影响人们工作
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何让时代的“微
元素”成为理论宣传的“微载体”
？今年
以来，嘉定区委宣传部创新宣传模式，
陆续推出微课堂、微讲义。近日，收纳
了 100 条“习近平金句”和 200 条“马克
思经典语录”的便利贴又成为“微载
体”家族一员，深受党员和群众的欢
迎。
徐青山是智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的员工，在今年全区的党员学习月开
幕式上，他拿到了这两本便利贴。
“开
始我以为只是一般的活动纪念品，也
没太在意，
但用了一段时间发现，
这两

本便利贴不仅实用，还给我的工作生
活带来不少启迪。”徐青山说。作为一
名企业员工，便利贴是他工作中的必
需品，
“一般贴在办公桌的醒目位置来
提醒自己有什么工作安排。
”某次埋头
工作间隙，他抬头发现便贴上写着习
主席这样一句话：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
就是谋未来。”看到这句话，徐青山觉
得特别受鼓舞，
“我们本身就是一家创
新型企业，这段话不仅激励我们要不
断创新，还体现了国家对创新企业的
重视。
”徐青山说。
翻开“习近平金句 100”便利贴可
以发现，里面收录的话语覆盖了社会

生活、生产实践的方方面面。既有“志
向是人生的航标，一个人要做出一番
成就，就要有自己的志向”等人生箴
言，也有“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
没有出路的民族”等经验总结，更有
“改革有阵痛，
但不改革就是长痛”
“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绝不是轻轻松松、敲
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等治国理念。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任何节约归根到底是时间的节约。”
拿到“马克思经典语录”
便利贴的党员
李玉强说：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
年，
马克思的这些话，今天依然可以影
响我们年轻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
界观。
”

“不少党员群众向我们反映，传统
宣传模式乏味、效果不理想。”区委宣
传部理论教育科相关负责人表示，随
着时代的发展进步，生硬呆板的理论
灌输必定会失去市场，
“迫使我们在宣
传的形式、载体上不断推陈出新。”在
他看来，
用便贴的形式进行理论宣传，
有助于解决理论宣传和理论大众化中
“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
据了解，
“习近平金句”和“马克思
经典语录”
一经推出就供不应求，以江
桥镇为例，不到两天，2000 册就发放
一空。接下来，
嘉定还将打造微视频系
列产品，为把理论推向群众再添新载
体。
记者 王安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