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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光村“红枫叶”读报小组

助推“家门口”服务提高百姓幸福指数
□通讯员 陆明根 记者 康晓芳
近期来，受新冠疫情反弹影响，
建光村“红枫叶”读报小组活动再度
停止。为了让小组成员理解停课原
因，小组除了利用微信群向大家进
行解释外，小组骨干成员，各村民小
组的轮值讲课人员上门进行告知，
尽管这样，但活动日当天，小组里有
些老年朋友依然习惯来到小组活动
室，他们有的说，
“ 来看看会开哇”，
有的坦率地说，
“ 到辰光来听听，习
惯了”。但是他们都客气地离开，有
的甚至连门都没进，说声“不好意
思”，客气地走了。其实，
“ 红枫叶”
党员群众参加读报小组活动已经多
年形成的习惯，也是兴趣，更是喜
爱。建光村第六村民组杨银龙、倪
富娣老两口，都是年过八十的小组
成员，这些年来，每逢小组活动，他

俩从不舍得放弃，要问他们喜欢听
些啥，倪富娣老人说，
“ 最要听讲共
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
的话。确实老两口经历过旧社会，
见证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年代，如今
他们切身感受就是党给带来了幸福
晚年，由此每逢活动日，尽管他们自
己讲不来多少，但活动会上，老同志
们那激情的“党史”演讲，也许讲到
他们心底，脸上充满喜悦，欢快，赞
扬的神情。
建光村“红枫叶”小组里，夫妻
二人参加小组活动，何止杨银龙、倪
富娣老夫妇，其实多的是，小组成员
顾正余、曹翠莲，顾金祥、蔡月珍等
等都是成双成对参加活动，也有婆
媳一同参加。建光村二组顾金祥高
兴地说，这些年，随着“家门口”服务
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增能，老年村民
切实享受到便利和快乐，特别“十五

传统文化在浦东街镇系列之（90）

分钟”服务圈，走不多远，到“红枫
叶”喝喝茶，听听天下大事，国家大
事，觉得开心。
建光第五村民组沈振雄，是位
老党员，早年参军服役，在部队里学
医，退伍后安排在医务工作部门。
参加“红枫叶”读报小组后，还进入
轮值讲课人员队伍，每逢老沈讲课，
他除了讲党建素材的课题外，由于
退休前职业特长，还经常选择“保健
养生”的题材，而且根据季节变化，
提醒大家注意在衣着、饮食、起居、
活动强度等诸多保健知识，很受大
家欢迎。但是近二年来，老沈夫妇
俩跟随子女到川沙城里居住，显然，
参加小组活动就极不方便。但是每
逢小组活动日，老沈依然要来，有时
一早搭公交车赶来，有时还会自己
骑自行车来，这下，大家善意劝他当
心身体，别强求，但老沈实在习惯了

多年的“红枫叶”活动，他说“很难舍
得放弃”
。
建光村六组老党员乔月梅，退
休前长期在村里工作，也是以前历
届二委班子成员，进红枫叶读报小
组后，她不仅自己特别喜欢，更是支
持。每逢活动日前，六队小组成员
她都要提醒一声，免得有人忘记。
乔月梅觉得，
“ 红枫叶”读报小组活
动有两大块内容，一是讲读《人民日
报》
《解放日报》重大文章，二是“唱
红色歌曲，看红色影片，讲红色故
事”，这都能教育人，鼓舞人，引导
人。
建光村三组孙根仙、陆秀国都
是读报小组成员，她们与大家不同
的是，他们由于先后得上心脑血管
疾病，已经不出远门，但是他们对红
枫叶活动依然十分喜爱，活动期间，
大家唱红歌，他们也跟着唱。孙根

仙说，老年人得病后的苦恼只有自
己知道，好在建光村“家门口”有文
化服务，看看老片子，唱唱老歌，开
心得好多。
建光村三组高永清，是位老党
员，年轻时应征入伍，退伍后回农村
务农，曾经当选过生产队長。后来
因患病一直身体不好。身体长期不
佳 ，势 必 自 己 觉 得 烦 恼 ， 更 感 苦
闷。不多久前，“红枫叶”小组有
老同志启发他到“红枫叶”来“散
散心”。老高参加几期活动后，顿
感愉快，更是高兴。后来每逢小组
活动日，他始终早早来到，而且每
次活动，自觉佩戴好党徽，老高说
到，他是共产党员，
“红枫叶”的活动
课，其主要内容都是讲述党建类题
材，也是党员群众自办的“党课”，应
该严肃，
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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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首个 AI 未来街区获国际大奖
□通讯员 浦布 记者 康晓芳
一大早，新石器 AI 无人车齐刷
刷地从位于浦东张江的 AI 未来街区
“排队”驶出，开往张江人工智能岛、
地 铁 站 等 处 ，停 靠 后 静 静 等 着 顾
客。而匆忙的上班族，只需扫描车
身上的二维码，就可从车内拿取一
份早餐、饮料等。休整时，AI 无人车
也会静静地停靠在 5 米宽的路面试
验区内，等待工程师们的调试。
建筑面积达 4.6 万平方米的浦
东首个 AI 未来街区经过一年的运
行，目前已吸引了一批重点企业入
驻，而凭借着“穿街引园”的设计理
念，最近该街区获得了德国 ICONIC
AWARDS2021 标 志 性 建 筑 设 计 奖 最
高荣誉至尊奖（Best of Best），也是
唯一上榜的产业项目。
“在人工智能未来社区的形状
中，实现了一个非凡的城市区域概
念，与钢筋混凝土城市丛林相比，更
令 人 愉 悦 。”这 是 德 国 ICONIC
AWARDS2021 标 志 性 建 筑 设 计 奖 评
审团对于“AI 未来街区”的评价。
AI 未来街区提出的“穿街引园”
概念，有别于张江诸多被绿化带包
围的园区，将单体临路布置，向城市

开放，希望在园区形成“共享”
氛围。
随着全面推动《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
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
的意见》落实落地，浦东正全力打造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
世界级产业集群。场景应用是检验
人工智能的“金”标准。
自去年年中对外正式运营后，

AI 未来街区已陆续引入了洲际旗下
首家 AI 酒店、沐曦集成电路、新石器
无人车等，打造一公里“滨河智慧展
示区”等，构建展现人工智能“未来
技术”的“大秀场”
。
AI 未来街区由星月投资负责开
发运营，包含 18 幢独栋商务楼，30%
为商业设施，70%给予产业发展，引
入项目时，该集团就将 AI 元素摆在

了第一位，用于承接张江人工智能
岛产业辐射和外溢。
据介绍，未来，街区将与人工智
能岛等交相辉映，构成产业集聚区，
携手各界共同打造张江人工智能产
业生态圈。
“《引领区意见》的发布，也让我
们倍感振奋，人工智能未来发展潜
力巨大。”星月投资副总裁顾国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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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邵天骏
“梅花风墨客含笑，牡丹路诗友
合欢”。年初，浦东诗社假座浦东牡
丹路上的一家酒家，举行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迎春联欢会。文朋诗友们
你来我往，声音洪亮，竞相朗读自己
最新创作的同题诗《过年》，不时激
起一阵阵热烈掌声，把浓浓的年味
气氛烘托到了高潮。
浦东诗社位于开发开放的浦
东，在浦东乃至上海有着一定的知
名度，拥有一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
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和上海
诗词学会会员。社长严志明于
2010 年 3 月同几位志同道合者共同
发起成立了浦东诗社，如今已进入
到第 11 个年头。浦东诗社的快速
成长，不仅在浦东大地上引领风骚，
而且已成为上海诗歌创作的一面受
人关注的旗帜。

浦东诗社成员虽诗歌创作如火
如荼，但大都已进入中老年人生阶
段，严志明很快看到这一点。他与
诗社骨干一起，注意吸收新人参加，
注重培养中青年诗人和诗歌爱好
者，努力做好传帮带。为了让诗友
有一个相互切磋的良好环境，诗社
在浦东由由社区办公楼有固定的活
动场所，每月举行一次专题会，除探
讨国内外名家诗作外，还邀请名家
和诗社内诗评家点评诗友作品，由
此推动了诗社创作水平的明显提
高。诗社还组织诗友去川沙古镇、
新场古镇、下沙古镇、周浦古镇及其
他地方采风，由此开阔了眼界，使诗
歌创作更接地气。
去年下半年，浦东诗社与浦东
周浦镇文化服务中心积极承办了由
上海市作家协会诗歌专业委员会、
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指导
的，浦东周浦镇人民政府、浦东新区
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二届“周浦杯”全

国 诗 歌 征 文 大 赛 ，获 得 了 圆 满 成
果。今年 5 月 20 日，全国诗歌征文
大赛已经揭晓。
温馨的浦东诗社，许多成员以
极大的创作热情予以回报。在
2018 年 11 月 25 日揭晓的“上海城
市记忆 40 年”上海市民文化节新诗
创作大赛 100 首优秀诗作中，浦东
新区共有 10 人上榜，仅浦东诗社就
有 5 人入列，他们分别是朱德平、戴
约瑟、李必新、沈建华、陈曦浩，显示
了浦东诗社强劲的创作实力，浦东
诗社也因此荣获上海市民文化节新
诗创作大赛“最美诗社奖”
。
近几年来，浦东诗社有多名成
员如奚敏、杜兆伦、俞娜华、施钢荣
等在《文学报》上刊登过整版诗文。
《文学报》还用整版篇幅以报告文学
的形式介绍了浦东诗社和社长严志
明事迹。通过走出去、请进来，与上
海乃至全国一些诗社联谊，举行浦
东诗社成员诗歌作品研讨会、对外

发布诗社内女诗人诗歌作品等方
式，许多诗歌作品和诗评文章开始
在诗界崭露头角。
人生有奔头，快乐涌心间。浦
东诗社内还有一批来自其他各大诗
社的社长、副社长加盟其中。这种
诗社与诗社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所
产生的辐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由
此带来了一缕清新之风，使浦东诗
社自始至终如一潭活水，既浇灌了
别人，又滋润了自己。
8 月 19 日，
《文学报》专门以《浦
东诗群崛起一颗颗灿烂新星》为题，
又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浦东诗社成员
的诗歌作品，并在前言中写道：
“近年来，在浦东新区文联和作协
的关心下，荣获上海市‘最美诗社
奖’的浦东诗社 （亦称浦东诗群）
崛起，活跃在浦东改革开放的厚土
热壤上。诗人们聚集在一起，相互
交流探讨，相互提高，他们像‘拓荒
牛的身影耕耘着大地’，以凝聚的力

说，
“AI 未来街区将更加注重展示和
体验，除了内街道之外，海科路外街
景区域也预留了 5 米宽的路面，提
供给更大体量的机器人试验。希望
入驻的科学家们即使不在实验室
里，也能让充满创意的点子在更大
的场景内试验。
”
（有关资料来自浦东发布官方
微信）

量雕塑着诗歌精神坐标，风格多样，
各具特色。
”
雨果说：
“诗人可以有飞上天宇
的翅膀，也要有站稳大地的双脚。”
浦东诗社的成长轨迹，几乎都是可
以清晰窥见到的。在诗社成员内心
涌动的激情澎湃中，在诗歌至善至
美的低吟浅唱里，他们怀着对时代、
对社会的满腔热诚，正在并继续用
自己手中的笔，描绘一幅无比绚丽
的历史画卷。诗社情意浓，诗作喷
薄出，这就是目前浦东诗社的一个
真实写照；春色无限好，创作天地
宽，这也是如今浦东诗社的一道美
丽风景。诗来人往，风情点点，令人
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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