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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继在朋友圈刷屏的

《陕西北路》与《江宁路》之后，由
静安区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的

三部 “上海·路 ”系列纪录片 《张
园》、《常德路》、《巨鹿路》 陆续启
动摄制。 为何一部部文化大片、一
场场文化大戏、 一顿顿文化大餐
能在静安诞生？ 静安区文化发展
专项资金是“助”造上海文化高地
的坚实后盾。

为百年历史马路拍宣传片

陕西北路上的太平花园 、马
勒别墅、西摩会堂、荣宅 、宋氏花
园、上海大学遗址、许崇智住宅；
江宁路上的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

旧址、观渡庐、美琪大戏院 、大华
饭店、新仙林舞厅、梅龙镇酒店等
等……两部高质量的人文纪录片
《陕西北路》《江宁路》 获得好评，
纪录片通过逾百位人物采访 、电
影质感的画面镜头、 珍贵丰富的
史料重现， 让人们认识了这两条
位于静安区的百年老马路蕴藏的

历史人文内涵。 这一系纪录片正
是静安区文化发展专项资金 2018
年扶植的重点项目。

据了解，为全力打响“上海文

化”品牌，静安区正在致力于打造
“最国际、最上海”的文化强区，静
安区文化发展专项资金正是“助”
造文化强区最有力的法宝，“政府
主导、内容主流、市民主场”，每年
扶持的项目 40-50 个左右， 这些
项目包括戏剧、音乐、舞台艺术、
文学出版、 美术出版等文艺创作
项目，也包括品牌节展、发布、交
流等公共文化活动项目 。 静安
“助”造鼓励文化“大片、大戏、大
餐 ”在静安首创 、首演 、首发 、首
展，扩大上海文化高地的影响力。

助老克勒们打开“克勒门”

在静安生活和工作的文化名

人越来越多。 今年春节前，静安区
文旅局邀请静安的文化名人搞了

一次座谈会，作曲家陈钢、作家赵
丽宏等 180 多人济济一堂。 有人
问 “静安有什么”，上海大学音乐
学院院长王勇很快应答，“我们有
人，这一屋子的人，就是静安最大
的宝藏。 ”比如，最早由著名作曲
家陈钢和已故作家程乃珊发起

的、以传播海派文化为特色的“克
勒门文化沙龙”，每月在上海国际
贵都大酒店举办文化沙龙，秦怡、
白先勇、梁波罗、陈逸鸣、谭元元、
淳子、 童自荣等越来越多的文化
名人汇聚到这里。

如今在静安 “助” 造的资助
下，老克勒的“克勒门”越开越大，
让海派文化进学校、进企业、进楼
宇、进社区，影响了更多的人来爱
这座城市。

老克勒们有了文化沙龙 ，网
友们也有属于他们的阵地。 在陕
西北路的网文讲坛每个月举办一

期， 成了国内知名网络作家与读

者见面交流、 与各领域专家跨界
互动的文化平台。 众多粉丝百万
的大神级作家， 如血红、 天蚕土
豆、洛水、骷髅精灵、树下野狐、闲
听落花、MS 芙子、傅啸尘、府天、
君天、枯玄、小狐濡尾、大地风车、
卓牧闲等等； 文坛新生代高人气
作家蔡骏、张晓晗、哥舒意、王侃
瑜等；热播剧编剧陶俊、水泡、楚

惜刀等都做客过网文讲坛。 通过
网络直播， 每一期讲坛都能斩获
数十万人次以上的点击量， 成为
静安区名副其实的 “上海文化高
地”金字招牌。

三年资助文化项目120个

据了解，三年来，静安区文化
发展专项资金共收到申报项目

249 个， 涉及申报主体 201 家，累
计资助文化项目 120 个。

通过公示获得 2019 年静安
区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名录中 ，出
现了一批运作成熟、 具有品牌影
响力的项目： 如曹鹏和曹小夏父
女创立的帮助自闭症儿童的 “天
使知音沙龙”音乐普及项目；庆祝
建国 70 周年的 “大庆之年看静
安” 全区巡展、“静安老照片艺术
装置”（解放报业）令人期待；立足
打造“静安文化”辐射区域人群的
项目各有特色，如北站社区“戏剧
文化艺术节”、大宁剧院 “尚艺雅
集”等跨文化展演、海上摄影文化
促进会“用相机温暖人心 ”、彭浦
镇“彭浦追梦、光影随行”等项目；
此外， 新近来到静安的民生美术
馆、英迪格酒店紫贝壳沙龙、上海
音乐学院“城市临响空间”等项目
也因策划新颖获得文化基金支

持。 ��■静安区政府供图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李

蓓）进博会定点医院由去年的
18 家增加为 33 家， 会展中心
计划设置 5 个医疗站、 配备 6
辆监护型救护车和 58 台自动
体外除颤仪（AED）。 昨天，第
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医

疗卫生保障工作部署会召开。
卫生监督 、病媒防控 、传染病
防治、口岸防疫等医疗卫生保
障工作全面有序推进。

根据医院地域、综合医疗
服务能力和国际医疗接诊需

求，第二届进博会确定了瑞金
医院、中山医院、同仁医院、市
精神卫生中心和嘉会国际医

院等 33 家保障定点医院 ，设
置了青浦、长宁、闵行、浦东等
4 个重点保障区域， 以及市卫
生健康监督所、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市医疗急救中心、市
血液中心、市精神卫生中心等

医疗卫生保障部门，全面落实
医疗卫生保障相关工作。

今年，上海嘉会国际医院
仍作为唯一一家国际医疗机

构参与此次进博会的定点医

疗保障。 嘉会国际医院与美国

麻省总医院战略合作、联合挂
牌。 医院方面表示，今年将集
结全院上下来自 10 个国家的
医生团队，提供有力保障。 其
中 ，经过一年精心培育 ，此次
投入保障的国际急诊团队相

比去年实力更强， 拥有 11 名
外籍医生和 1 名中国医生及
护理等其他相关人员组成的

应急救援队一旦收到指令，将
立刻集结，携带可能用到的药
品和医疗耗材开赴救援现场。

目前全市正在抓紧落实疾

病监测预警和预防控制，督促
进博会附近区域及相关重点

场所相关单位做好病媒生物

预防控制措施。 相关部门已出
动监督员 8110 人次， 对国家
会展中心场馆、国展洲际酒店
等 1800 余家住宿场所、 核心
区生活饮用水、 医疗机构、病
原微生物实验室开展监督保

障 3768 户次， 现场检测 1062
项次，采集实验室检验样品数
4497 件，开展非法行医线索排
摸 387 户次。

图为嘉会国际医院国际急

诊团队进行进博会保障演练。

第二届进博会确立 33家定点医疗机构
1800家住宿场所已开展病原微生物检验监测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王
嘉露）昨日，浦东新区举行“第
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浦

东新区城市服务保障工作推

进大会”， 对第二届进博会相
关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在做深做细商务服务方

面，加强采购组织。 针对智能

及高端装备 、汽车 、医疗器械
及医药保健等商品展区和服

务贸易展区，组织有采购意向
的新区贸易、制造、商业、服务
企业报名注册，开展重点企业
走访，梳理本届进博会新区采
购订单来源，提前锁定一批新
区优质采购企业，工作上做到

提前介入 、早做准备 ，确保有
效采购。 同时，紧紧围绕中国
芯、创新药 、智能造 、蓝天梦 、
未来车、数据港六个“硬核”产
业， 瞄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争取吸引更多“新技术”“新产
品”“新服务 ”落地 ，形成更多
“新业务”“新主体”“新规模”。

在提升市容环境方面，浦
东将提升道路保洁和清扫作

业规范化服务水平 ， 加快推
进河道综合整治和水系沟通

工程 ，改善水质 ，打造 “清水
绿岸 、鱼翔浅底 ”生态之河 、
景观之河、人文之河。 针对内
环 、中环 、华夏高架等重点道
路两侧 ，开展楼宇外立面 、目
视范围内脏乱问题整治 。 开
展设摊管控点和临时疏导点

管理提升。

浦东为第二届进博会护航

本报讯 7 月 28 日 ，
一段“女乘客在地铁车厢
内用手机多次敲打车门

玻璃且擅动紧急制动拉

手” 的视频在网上热传。
昨日，上海市公安局轨道
公交公安发布通报称，涉
事女子王某曾有精神类

疾病就诊住院记录，目前
该女子已被上海市精神

卫生中心收治。
轨道公交公安当日

发现该段视频并接申通

地铁运营公司相关情况

通报，迅速开展调查。 经
开展走访并调阅大量车

厢、站台、街面监控，轨道
公交公安于 7月 29日 20
时许在本市中江路某小

区内找到涉事女乘客王

某（21岁）。 经查，7 月 26
日 19 时 45 分许，女乘客
王某与其男友在乘坐轨

道交通 4 号线（上海火车
站站至中潭路站区间）过
程中发生争执，情绪失控
用手机敲打车门玻璃并 2
次擅动紧急制动拉手，未
对列车运营造成影响。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
女乘客王某曾有精神类

疾病就诊住院记录，目前
该女子已被上海市精神

卫生中心收治。警方同时
提醒市民乘客，非紧急状
态下切勿擅动地铁车厢

内的紧急制动拉手，共同
维护轨交区域安全。

■黄兴

敲打地铁车门
并拉动紧急制动拉手

涉事女子经查
曾患精神疾病

这些老马路旧宅子为何被拍成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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