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老讲师团举办“歌颂毛泽东”书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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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仁达）
!"月 "#日上

午，区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各
代表团党员负责人会议。区委书记
莫负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高宏主持。
会上，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

醇晨宣读了区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
临时党委和 !$个代表团临时党支
部组成人员名单。

莫负春介绍了我区十五届人
大四次会议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
和日程安排以及会议的主要特点，
并针对如何开好本次人代会提
出，要深刻认识开好区十五届人
大四次会议的重要意义；要依法
行使代表职权，认真审议大会报
告；要增强党性观念，依法完成补
选任务。

区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
各代表团党员负责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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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姚丽敏）“通
过区域党建促进会卫生专委会工
作平台，今年区卫计委先后与上海
市第六人民医院和中山医院建成
了‘徐汇区社区医学影像诊断中
心’和‘上海市全科医生实训评估
基地’两个项目；斜土、枫林、徐家
汇等 $家卫生中心挂牌成为‘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则挂牌
成为‘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学
科研基地’；中山医院、第六人民医
院与区卫生局、!$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分别签订《双向预约转诊合作
协议书》。”这是 !"月 "%日徐汇区
区域党建促进会卫生专委会服务
型党组织建设论坛上传出的讯息，
而明年卫生专委会将“继续加快区
域医学影像诊断、心电图诊断、实
验室诊断‘三中心建设’，夯实复旦
大学医学院‘$&!’基地建设，完善
双向转诊机制，加强成员单位之间
的协调联动。”
区委常委、组织部长王醇晨，区

卫计委相关领导，卫生专委会成员
单位负责人出席论坛。

纪念当代中国最杰出电影艺术大师
谢晋诞辰90周年精品文物展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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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成瑜）
"(!$

年 !"月 ")日上午 !(*((，“生命的
燃烧———谢晋诞辰 +(周年精品文
物展”于上海电影博物馆二楼正式
开幕。为纪念这位 "(世纪后半叶中
国最杰出的电影艺术大师、上海电
影界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本次展览
由上海市文联、徐汇区人民政府、上
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上海
电影家协会、徐汇区文化局、上海电
影博物馆、上海电影评论学会承办，
是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资助项
目。徐汇区政府、上海市文联、上影
集团等领导参加开幕活动并为谢晋

文物展点亮了开幕球。
在开幕式上，上海瑞深艺术品

有限公司代表向上海电影博物馆捐
赠了刘庆安创作的“谢晋半身铜
像”。众多市民自发赶到现场，参加
他们所喜爱的导演谢晋诞辰 +(周
年精品文物展。

本次展览以“生命的燃烧”冠
名，源于谢导的一句名言：“我的每一
次创作，都是一次生命的燃烧。”也正
是纪念他忠诚于艺术、无私地奉献
的创作态度。参观者中，不乏年逾花
甲、行走蹒跚的铁杆影迷，他们不时
边比划边说“这是《芙蓉镇》、《牧马

人》、《天云山传奇》，还有《高山下的
花环》、《女篮五号》《鸦片战争》，谢
导的作品我们都看过，有的还不止
一遍。”枫林街道的张阿姨向同行的
女儿讲述谢晋的作品：“谢导的影片
中，塑造的都是那些充满淳朴、善
良、乐观性格的人物角色，他的作品
犹如是一股清泉，也如一座丰碑，显
示中华文脉，深深影响了一代人，定
格了那些特殊的年代，刻画出了中
华儿女的民族魂。人民的大师，我们
不能忘记他，特别是你们年轻一辈
……”说着说着，她已眼泛泪光。区
文化局局长李明毅介绍道：“徐汇一

直坚持依托区域内权威的文化单
位、优质的品牌资源，联动协作打造
文化亮点与特色。这次借助承办谢
晋导演诞辰纪念活动契机，我们还
将在全区 "(家完成功能化建设的
居委活动室开展电影赏析回顾活
动，广泛展现他的艺术成就。”

据悉，此次谢晋诞辰 +(周年精
品文物展包括“东山谢氏”、“金杯银
杯不如口碑”、“亦师亦友”、“永远的
大师”等四大主题板块，展期持续 +,

天，从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结束。展览中，数百件精选物品
和珍贵资料是首次与公众见面，内容

涵盖了谢晋的一生，包括他的日常用
具、创作日记、批注剧本、友人书信、
获奖奖杯、服装道具、收藏字画、珍贵
照片等，突出了他在电影创作领域的
至高成就和敬业精神。著名书法家沙
孟海题写的“东山谢氏”字幅、电影
《天云山传奇》的导演阐述、电影《女
篮五号》中使用的篮球战术布置板和
泥人玩偶、电影《鸦片战争》中的龙袍
等物件，将悉数在这次展览中公开亮
相。另外，谢晋儿时使用的“小学生文
库”书柜、谢晋的四本个人日记、“文
革”中的工资单、《女篮五号》的签名
篮球等，都是首次与公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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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鹰强）
!" 月 "%

日下午，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
第十六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高宏，副主任李关德、汪其才、袁
建村、许建华、杨逢珉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区财政局局长费佐

祥关于区 "(!$年预算执行情况报
告，对区 "(!,年预算草案报告进行
初审；听取区审计局长翁国雷关于
"(!"年度区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
会议审议了区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审议通过了区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区十五届
人大四次会议有关事项、区法院增补
人民陪审员名额的决定。会议还审议
通过了区人民法院人事任免事项。
副区长王珏、区人民法院院长郭

伟清、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利
民，部分区人大代表、工委委员和各
街镇代表联络室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六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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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梅）“俱往
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月 ""日，天平社区以“红星照耀中
国”迎新年诗歌朗诵会形式，纪念
毛泽东同志诞辰 !"(周年，缅怀毛
泽东伟大、光辉的一生，讴歌毛泽
东一生为革命、为新中国、为人民
自由解放独立而奋斗的伟大精神。
天平“名家坊”成员、朗诵会副导演
孙渝烽说：“纪念毛泽东，就是要继
续发扬他的爱党爱国精神。尤其是
当前正开展的走群众路线教育活
动，当年毛泽东也极力倡导，像这
样好的传统继承下来是非常有必
要的。”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
浮”、“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朗诵会上，孙渝烽、陈少泽、梁波罗、
赵静等名家，与社区居民区群文团
队、社区共建单位文艺团队怀着对
毛泽东的无比崇敬，真情演绎了《沁
园春·雪》、《七律·长征》等十多首广
为传诵的毛泽东诗词作品，深情再
现了毛泽东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
再现了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带领中国
人民翻身做主人、建立新中国的伟
大征程。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高宏，
区委副书记于秀芬，区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吕晓慧等领导与社区居民群
众一起观看了演出。

红星照耀中国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暨迎新年诗歌朗诵会举行

区卫生专委会举行党组建设论坛

! ! ! ! !"月 ",日，区委书记莫
负春（右）带队赴金山区开展
农村综合帮扶工作。双方就拓
宽合作领域、发挥项目载体作
用以及基层党建、民生服务设
施、农村基础设施和扶贫帮困
等方面开展了深入交流。区领
导于秀芬、王醇晨、朱成钢、王
珏等参加。

图为与会双方签约成功

雷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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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负春要求：2014年是徐汇区
围绕完成“十二五”规划，深入推进
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全
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区的关键一年。
做好2014年工作，要充分认识徐
汇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把握好稳
中求进的核心、改革创新的关键、
民生改善的根本，以走在前列的勇
气和干在实处的作风，创新求突
破，改革谋发展，推进徐汇实现新
一轮的改革发展。要突出抓好深入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全面深化
改革、举全区之力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等三件大事，努力实现在重点区
域、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
要统筹推进明年各项任务，着力优
化发展环境，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
级；着力统筹各方资源，努力保障
和改善民生；着力夯实基层基础，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着力加强矛盾
化解和机制建设，继续保持城区和
谐稳定；着力促进文化事业产业融
合发展，推进一流文化强区建设；
着力推进协商民主，发挥各方积极
性和创造性。

莫负春强调，确保明年工作的
顺利完成，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不断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要提高
区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提
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
平。要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队伍的

思想政治建设，持之以恒抓好干部
队伍素质提升。要进一步夯实党建
工作基础，发挥区域党建促进会平
台作用，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
伍建设，以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引领
基层党建。要进一步深化党风廉政
建设，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
定不移改进作风，坚定不移惩治腐
败。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保持主动
进取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不惧
怕困难，不回避矛盾，不推卸责任，
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扎实有效的工
作作风、改革创新的工作举措抓好
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同时，要认真
抓好当前工作，全力以赴做好开局
工作，精心组织筹备区“两会”，务实
清廉迎接“双节”，关心好困难群众
的生活，确保节日安全有序。

过剑飞指出，过去的一年，全
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
级，突出稳中求进、进中提升，总体
完成了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他要
求，明年工作要做好“五个更加突
出”：一是要更加突出发展活力和
效能提升，推进体制机制和制度创
新，全面深化重点领域各项改革。
要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激发市场
和社会活力的核心举措，进一步简
政放权，加强政府改革建设，推进
国资国企改革，深化社会领域改
革。二是要更加突出增长的质量和
效益，坚持现代服务业发展主攻方
向，持续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坚定

不移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进一
步创新完善产业政策体系，进一步
提升优势主导产业能级，进一步加
强区域资源联动发展。三是要更加
突出功能和形态优化，注重规划引
领和项目落地，加快推进重点区域
开发建设。重点区域建设要坚持产
业集聚和功能形态塑造并重，充分
发挥区重大办综合协调作用，加大
对明年29个重大项目统筹推进力
度。四是要更加突出贴近群众诉求
和实际需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加
强资源统筹，有效保障和改善民
生。坚持把促进就业作为民生保障
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力推进旧区改
造和住房保障工作，创新机制完善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五是要更加突
出精细化管理和协同治理，注重整
合各方力量加强联动，不断提升城
区综合管理能级。要把创全工作与
提升城区管理能级、打造社区建设
品牌有机结合，更加注重常态长
效，加强源头治理，进一步完善联
勤联动的综合管理机制，更加注重
共建共享，探索建立各方参与的社
区治理新模式。
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

区纪委委员，区人大、政府、政协领
导成员，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
长；区各部、委、办、局、街道、镇党政
主要负责人；区部分企、事业单位党
组织主要负责人；区人大专职常委；
20位区党代表等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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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文）为纪念毛泽东
同志诞辰 !"(周年，由上海百老德育
讲师团主办，百老书画院、百老百将书
画收藏展示馆承办的“万众歌颂伟人
毛泽东”书画展暨座谈会于 !"月 "%

日在斜土街道社会组织孵化园举行。
书画作品分两大部分。第一部

分有毛泽东肖像画。选择毛泽东最
佳时期，最佳状态和最光辉的形象。
第二部分则是歌颂毛泽东的书画。
“万众歌颂伟人毛泽东”书画展中还
展示了老领导龚心瀚、杨堤、陈铁
迪、龚学平和老将军钱国梁上将、韩
德彩中将等的书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