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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在浦东乡镇系列之（25）

高桥镇举办 2018 年“高雅中国年·桥联古今春”写春联系列活动

中国人写春联，外国人也来“轧闹猛”
迎新写春联活动是高桥镇“古镇再造·高桥复兴”文化惠民实事工程的一部分，是展示高桥古镇文化底蕴厚度的盛宴。本次活动

【简讯】

和外高桥集团公司携手合作，
是体现镇企联动模式的成功尝试。

农业部发展计划司
来浦东调研
都市农业绿色发展情况

■外国友人写春联

■浦东中国画画院院长徐建融先生与大家合影

■居民向外国友人介绍春联

■高桥镇书画社
高桥镇书画社、
、
居民每年参与此项活动

□记者 康晓芳
中 国 人 写 春 联 ，外 国 人 也 来
“轧闹猛”。高桥镇驻地企业代表
中几名外国友人着实在现场“出尽
风头”
。
风趣的外国友人用地道的中
文和现场来宾分享了“歪果仁眼中
的中国年”，在一片欢快声下，现场
嘉宾在签名墙上写下对 2018 年的
新春寄语，并在现场工作人员帮助
下，拿起毛笔加入写春联的行列
……据了解，几名外国友人作为驻
地企业代表，
应邀参加本次活动。
如何让老百姓过好春节，讲
好中国故事？高桥镇有关部门行
动起来。动足脑筋，联手区域企业
和社区，办起了“高雅中国年·桥联
古今春”2018 年高桥镇迎新写春联
系列活动，也成为全镇喜迎农历新

年的起点。
春联，寄托着人民群众对新年
的祝福。当沾着墨香的毛笔，在红
彤彤的正丹纸上，写下最美好的祝
愿贴于大门两旁，带来了春节的仪
式感，也象征着民间的春节的开
始。
在高桥镇精神文明建设委员
会和外高桥集团股份的共同努力
下，高桥镇文化服务中心、上海新
高桥开发有限公司与上海长风
堂，活动从 1 月 28 日启动，时间
跨度超半月，有线上百姓写春联
征集展示，也有线下社区居民、
企业代表写春联送祝福，传递着
社区各界共迎新春佳节的喜庆氛
围。线上百姓写春联的征集活动
共有 30 副作品入围，以“古镇再
造·高桥复兴”为主题在书画院
进行展陈。

2 月 6 日，高桥老街的浦东中
国画画院、钱慧安纪念馆迎来了中
外嘉宾，共同为戊戌新年写春联活
动掀起高潮。活动以高桥各界人
士迎新春写春联送祝福的形式拉
开序幕，出席活动的有来自高桥镇
战略合作开发的镇政府相关领导
和外高桥集团公司领导，还邀请了
长风堂书画名家、驻区外企负责
人、统战人士代表、双拥人士代表、
外高桥集团股份公司“兰心堂”书
法爱好者俱乐部及社区居民书画
爱好者的共同参与。
虽室外寒风瑟瑟，然而书画院
内却一片春意盎然。浦东中国画
画院院长徐建融先生亲笔书写的
“古镇再造·高桥复兴”八字祝福赠
予外高桥集团，也将本场活动气氛
推向高潮。会场内，来自高桥统
战、双拥人士代表、社区居民书画

举办 2018 年中国山水画主题交流展

曹路镇文化惠民迎新春
□通讯员 闪艳芳
春节前夕，持续 10 余日的“彩
墨绘新春·圆梦绿水青山”曹路镇
2018 年迎新春中国山水画交流展
在金海文化艺术中心举办，这是金
海文化艺术中心成立以来举办的
第四届迎春书画展，曹路镇党委书
记吕东胜，镇人大主任唐新珍，浦
东美协名誉主席王卫国，区文化艺
术指导中心主任王玺昌，区交运署
副书记方霞珍，浦东美协副主席曹
舒天、孙景浩等出席，来自浦东机
关山水画班的参展学员、曹路本土
书画艺术家以及市民 60 余人参加

了开幕式。
曹路镇党委书记吕东胜宣布
2018 年迎新春中国山水画主题交
流展开幕，他感谢浦东新区“午间
文化一小时”机关山水画班成员为
打造“文化曹路”增添风采，并表
示，曹路镇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2017 年“ 五 违 四 必 ”补 环 境 的 短
板，2018 要引入浦东美协人才资
源，
打造曹路文化高地。
浦东美协名誉主席王卫国祝
贺本次山水画展开幕，他说，美术
在国家文化占有的重要份额，近年
来，浦东美术通过政府、社会组织
的推动，得到了中国美协、上海文

联的认可。他认为，本次展览体现
了可喜成果，机关干部通过几年努
力的成果展，既使机关工作人员陶
冶了情操，也把作品更多地进入寻
常百姓生活。金海艺术中心成立
以来在周建义馆长的用心经营下，
切实成为曹路市民圆文化艺术之
梦的地方。在曹路打造文化强镇
过程中，浦东美协将给予大力支
持。
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
主任王玺昌说，本次展览既是浦东
文化生活的一件大事，也是机关干
部参与“午间文化一小时”美术学
习创作的一次重要成果展。
“ 午间

爱好者们和现场的嘉宾朋友围着
长长的毛毡桌，跃跃欲试的拿起毛
笔跟着长风堂的书画老师在一张
张红幅上尽情挥毫泼墨。在现场，
高桥镇领导、嘉宾、外国友人、少数
民族同胞等居民代表将春联作为
新年祝福进行互赠，预示着镇企合
作在“古镇再造·高桥复兴”之路上
携手并进、社区百姓共享民俗乐
趣，同时也传递了传统文化的精气
神。
据了解，
“ 弘扬与传承传统文
化，传递全镇各界正能量，镇企联
动促发展，营造春节喜庆气氛”，
本次活动的意义深远，据了解，这
也是高桥“古镇再造·高桥复兴”的
最新目标，旨在联手镇域合作企业
以文化资源输出的方式共同协作，
为建设高桥文化大镇之路提供指
引。

文化一小时”创办四年来，美术班
犹受欢迎，在孙景浩精心辅导下，
学员在山水画创作上成绩斐然，不
少作品参加区、市展览，这次学员
作品与曹路镇本土艺术家的作品
展览交流，形成社会影响力。希望
大家继续保持严谨的画风和创作
热情，推动浦东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作出重要贡献。
参展的 160 余幅作品以及多
人合创《富春山居图》长卷均来自
浦东新区机关山水画班和曹路镇
本土艺术爱好者。同时，机关山水
画班学员代表向金海文化中心赠
送中国画作品，上海浦江画院院长
孙景浩向曹路镇政府赠送中国画
作品。开幕式后，参展者座谈交流
学习创作体会，多视角多层次的分
享，丰盈了此次书画交流展的内
涵。

日前，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刘北桦
副司长一行来浦东实地调研新区都
市农业绿色发展机制和工作情况。
浦东新区农委党组书记、主任苏锦山
陪同调研。
苏主任汇报了浦东在城乡一体
化背景下，浦东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发
展都市绿色农业的概况：一是完善绿
色农业发展政策体系。通过整合资
源，突出政策引领，建立资源和需求
两张清单。二是着力打造技术支撑
体系。建设孙桥农业科创中心，围绕
种源农业和现代农业技术，加强绿色
农业发展科技支撑。三是加快建设
农业组织体系。发展了一批规模化
的农业生产组织，打造合格农业生产
主体。四是大力建设绿色农产品服
务体系。拓展了农产品销售渠道，体
现绿色农产品优质优价，实现可持续
发展。接下来，新区还将围绕农业布
局优化、美丽庭院建设等重点工作进
一步推进农村生产生活绿色发展。
调研组在详细了解循环农业发
展和农业废弃包装物回收和农业废
弃物处置等具体工作情况后，认为浦
东绿色农业发展成效明显，希望浦东
围绕都市农业发展、围绕市场需求先
行先试，大力发展循环农业、绿色农
业，为全国多提供一些好的做法和可
复制经验。
市 农 委 综 合 处 ，新 区 农 委 农 业
处、综合处，农发集团、红刚扁豆等部
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参加调
研并座谈。
浦农

张江镇表彰
年度优秀信息通讯员

■张江通讯员们在会上认真记录镇
领导的讲话..
领导的讲话
日前，在 2017 年度张江镇信息宣
传工作总结表彰大会暨业务培训会
上，镇信息中心、
《今日张江》报执行
主编费周群作了工作总结；颁奖仪式
上，镇党委张真琦向 10 名“十佳新闻
奖”和 30 名“优秀新闻奖”颁发荣誉证
书；通讯员、信息员代表作交流发言；
镇党委张真琦在最后的讲话中，对如
何围绕镇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加强信
息、宣传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表彰会后，60 余名通讯员、信息
员还聆听了浦东电视广播台新闻中
心副主任张文权作题为“如何挖掘新
闻亮点”
的讲座，收获匪浅。
通讯员 杨宝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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