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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副春联回家乡 文化惠民贺新春
友谊路街道携手市宫、区总工会为建设者送温暖
本报讯 农历春节来临之际，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进一步丰富
“
文化惠民”服务内涵，将党和政府的温
暖送到职工身边，由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宝山区总工会、
宝山区友谊路街道联手举办的
“
带副春联回家乡”文化惠
民活动，日前在友谊路社区隆重拉开帷幕。
活动当天下午，奋战在环卫一线、建设工地、物业管
理以及医院等行业的120余名外地来沪建设者，齐聚友谊
路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参加
“
带副春联回家乡”文化
惠民活动。 活动启动仪式由宝山区总工会副主席戴建美
主持开场； 宝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区总工会党组书
记、主席王丽燕致辞；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党委书记谢鹰，
副主任祝少华，宝山区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李
中政，调研员吴振祥，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邵
琦，办事处主任杨遇霖，办事处副主任陈春堡等领导为一
线职工代表送上了新春大礼包，寄予了新春祝福，并共同

“诗谱友谊美

诵读友谊情”

严守安全底线

友谊路街道举办“美丽友谊”诗朗诵表演凝聚“创全”活力

本 报 讯 为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积
极打造浓厚的文化氛围，日前友谊路街道假座宝山
区图书馆五楼报告厅， 举办盛大的“
诗谱友谊美
诵读友谊情”诗朗诵表演，为广大社区居民迎接新
春佳节增添了喜庆色彩。 宝山区副区长陈筱洁，区
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广影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
一川，友谊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遇
霖，友谊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春堡，上海市朗诵
协会会长陆澄， 著名表演艺术家梁波罗、 赵静、曹
雷、陈少泽、俞洛生，以及友谊社区居民近180余人
兴高采烈地参加了活动。

喜结连理枝

据悉， 这次表演分为三大篇章共十七个作品。
友谊社区少儿朗诵班带来的《中国，行色匆匆地走
进黎明》
（节选）拉开了整场演出的序幕，紧接着，诸
位享有盛誉的著名朗诵艺术家纷纷为观众带来了
声情并茂的朗诵表演：梁波罗的《啊，这儿正是春
天》，曹雷的《吻你，我不惊醒你——
—献给自卫反击
战中牺牲的烈士》，陆澄、吴菲儿的《泉之幻》，赵静
的《长江随想》
（节选），俞洛生的《白发厂长》以及陈
少泽的《飞翔的神舟》等经典作品，让在场的观众听
后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最后，由友谊路街道居委书记们带来的原创诗
歌《友谊之歌》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演出也在此起
彼伏的掌声中圆满拉上帷幕。 表演虽然短暂，但观
众们的心情依旧在声情并茂的朗诵声中久久不能
平静。 街道相关人士表示，此次朗诵活动旨在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践行道德规范，培育良好
风尚，在经典中传承古人先贤的智慧，在诵读中获
得熏陶，切实提高机关干部及社区居民文化素养和
道德素养，营造浓郁的社区文化氛围。 这些弘扬正
能量的活动，也给创建和谐文明社区增添了无穷动
力， 对推动宝山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各项工作，
心 声
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幸福再出发
对于诚信企业中建七局建装公司来说，为员
工承办集体婚礼还是头一次。 虽说是头一回，但
装饰一新的婚礼现场，既节俭大方、朴素典雅，又
不失温馨浪漫，红色的主题背景，悬挂在帷幔之
中 的 CSCEC 标 志 ， 与 鲜 花 、 灯 彩 营 造 出 浓 郁 的 婚
礼氛围，让新人们共同迎接新生活的到来。
随着婚礼进行曲的响起，现场宾客的目光紧
跟着追光灯的方向，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一对又一
对的新人们入场， 表达大家对新人们的由衷祝
福。 在全场宾客的见证下，一对对新人深情凝望，
庄重地念出他们忠贞的誓词和诺言。
公司领导也分别向新人父母、 到场宾客、公
司员工家属致以谢意， 并向新人表达了美好祝
愿，希望新人们互敬互爱，做好事业上的比翼鸟，
生活上的连理枝，相濡以沫、百年好合、白头偕
老。 领导还向诸位新人赠送结婚礼品。
随后，新人代表也对公司领导为他们举办一
场终身难忘的集体婚礼表示感谢，向培育他们成
长、见证他们爱情的现场宾客致以谢意，并表示
会继续努力工作，为企业永续发展全力奉献。
此次集体婚礼秉持节俭的原则，通过举办一
场富有寓意的集体婚礼， 进一步增强企业凝聚
力，不断提升员工幸福感，激励青年员工砥砺奋
进，为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再立新功。
刘先朋

落实主体责任

虹口区领导带队检查建设工地安全生产工作

中建七局建装公司为青年员工举办集体婚礼喜迎新年

本 报 讯 临近年底，一场喜庆之中又显得十
分庄重的青年员工集体婚礼，伴随着动感十足的
灯光秀，在中建七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工会
和上海公司党政领导的操办下，正式拉开帷幕。
这场主题为“与七相遇，幸福再出发”的集体
婚礼，倾注着企业领导对青年员工们的一片深情
关爱。 建装公司工会工作部部长张书婷来了，上
海公司经理张云华来了， 书记郑明兴来了， 82
位各部门和项目的员工也来了，大家汇聚一堂欣
喜地出席结婚典礼，向新人们恭贺新禧，祝福新
人们在新的人生道路上，为企业、为国家的经济
建设和发展奉献更多的光和热。

开启了
“
带副春联回家乡”文化惠民活动启动球。
在活动现场，特邀10位来自中国书法家协会、上海
书法家协会的书画家和5名民间手工艺制作名家， 亲临
现场为建设者和书画爱好者挥毫泼墨，为大家书写春联，
把对外来建设者的关爱和祝福通过笔墨传递下去。 在场
的民间手工艺制作名家，心灵手巧，不一会儿工夫，栩栩
如生的面塑、糖画、竹编等手工艺品制作一气呵成，吸引
了建设者的目光，书画作品与手工艺术品供不应求。
这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验式活动， 不仅向
建设者传递了浓浓的新春佳节的气息， 也增强了友谊社
区文化引领、文化惠民的浓厚氛围。现场参加活动的建设
者们纷纷表示：在春节来临之际，大家感受到社区文化带
给人们的浓浓年味， 体会到友谊社区大家庭对外地来沪
建设者的一片关爱之情，回家之后要把春联挂起来，暖暖
贡 健
地过个新年。

朱德强

本 报 讯 春节来
临之际，建设工地安全
生产管理工作尤为显
得重要。 日前，虹口区
委常委、副区长高香带
队深入工地现场检查
督促安全生产工作。区
建管委副主任潘正旺，
区建管中心领导等陪
同检查。
在对江湾社区
A01B-04地块新建医
疗用房项目和彩虹湾
九年一贯制学校项目
检查过程中，高香副区长针对施
工现场安全措施、 消防措施、用
电安全、特种设备、重大危险源
等逐一进行查看。 高副区长指
出，参建各方务必要进一步强化
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采取切实
有效的措施， 严守安全质量底
线，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全面排
查整改各类隐患。各项目要按照
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他叮嘱项
目施工单位一定要把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扛在肩上，加强工地内
部管理，确保施工安全。
最近，虹口区建管中心按照
市住建委及上级主管部门关于
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的要求，
进行全覆盖巡查、 节前专项整

治，排查安全隐患，确保工程质
量。同时要求参建各方强化责任
意识，落实各项举措，切实做好
节前安全生产、春节期间值守及
节后复工的各项准备工作。 此
外，建管中心近日还联手区市政
水务中心开展市政工程安全专
项检查，检查内容包括施工现场
安全、文明施工、管理人员到岗
等方面情况，总体情况良好。 中
心要求各工地结合岁末年初的
施工规律和特点，严格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全面开展安全隐患自
查自纠， 落实隐患整改责任，加
强施工现场管理，确保安全生产
始终处于受控状态，确保一方平
唐 山
安。

虹口区新建广粤运动公园
正式开放
本 报 讯 位于广粤路广灵
四路交界处的广粤运动公园，
近日正式对外开放。 这是虹口
区第十座以体育健身为特色的
社区公园， 该址原先是座花鸟
市场和建材市场， 不仅环境脏
乱还存在噪音扰民等现象，使
附近几大小区的居民苦不堪
言。 经改造后， 建成了总面积
11410平方米，以“绿色、运动”
为主题，
“
现代、自然”为设计风
格，以“运动、绿色、趣味交流”
为特色的广粤运动公园。
据悉，广粤运动公园设有足
球场、篮球场和健身步道供市民
散步休闲和体育健身，整个园区

由绿植环绕， 很好地隔绝了外
部，为市民创造出良好的游园环
境。 同时，还建有364米的有氧跑
道，让附近市民运动健身有了好
场所。 园内人性化设计的入口亭
廊及活动空间，也满足了市民休
东 宁
闲交流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