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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件珍档对外公布
“我们向局党委请战，到最

艰苦的地方去，为取得抗震救
灾的胜利作出我们的贡献！”这
是中共上海市第一建筑工程公
司委员会关于听了赴唐山医疗
小分队报告介绍后的请战书。
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大地震
发生当天，上海就抽调了 890
人的医疗队伍迅速赶赴灾区救
援，上海卫生局的一份汇报档
案记录了医疗队在前线的坚强
战斗。

“当我们上海五金工人接到
了制造淮河防洪闸门的重要任
务的时候，我们感到的光荣兴奋
是无比的……”这是一封上海五
金工会马小弟同志给毛泽东同
志的信。1951年，毛泽东同志发
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口
号，号召全国各省市支援这一新
中国成立以来首项重大水利工
程。上海五金行业工人也为治
理淮河工程、河北官厅水库等工
程的修建承担了大量机械设备
的生产任务，有力支援了我国水
利工程建设。信件原件展示了
上海工人们的建设信心。宝贵
的历史图片中，还能看到皖北工
人们热烈欢迎援建的上海工人。

昨天，“档案见证小康路，助
力扶贫决胜期——馆藏上海支
援全国珍档”正式发布。市档案
局局长、市档案馆馆长徐未晚介
绍说，此次发布的珍档涵盖新中
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上海服务全国、对口支援的
重要内容，包括支援治淮、上海
工厂内迁、交大西迁、“三线”建
设、唐山抗震救灾、援藏、援疆、
援滇、援建都江堰等，内涵丰富，
形态多样，数量共50件，部分为
首次公布。

数字档案查阅平台上线
在发布援建档案的同时，

“上海市档案馆数字档案公共查
阅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
是上海市档案馆方便社会各界
利用馆藏开放档案的最新举措，
此次首度向社会公布2.3万多件
馆藏近代工商业同业公会档案
数字化全文，值得关注的是不少
上海市民耳熟能详的“老字号”
企业作为同业公会会员填报的
会员登记表也在其中，全球档案
利用者可以通过上海档案信息
网“上海市档案馆数字档案公共
查阅平台”查阅利用。近代工商
业同业公会是行业性商人组
织。上海市档案馆珍藏的近代
工商业同业公会档案，覆盖面
广，记录完整，是研究近代上海
工商业行业管理组织形式和职
能演变的重要史料，具有较高的
学术参考和研究价值。

作为今年“国际档案日”活

动的重头戏，由市档案馆和市
合作交流办联合主办的“温暖
的回响——上海市助力全国脱
贫奔小康档案文献展”在市档
案馆外滩馆一楼展厅揭幕。展
览分为“上海人的小康之路”

“档案见证上海支援全国”“助
力脱贫的温情记录”三大板块，
通过220余件珍贵档案文献、照
片、实物及影像资料，真实记录
上海人民奔小康以及上海助力
全国脱贫奔小康进程中的生动
图景，展示上海支援全国的历史
内涵以及上海助力对口帮扶地
区决胜小康、脱贫攻坚的创新举
措和显著成效，传递助力全国脱
贫攻坚的上海力量、上海智慧、
上海温度。展览同时展出了今
年上海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相关档案。“温暖的回响
——上海市助力全国脱贫奔小
康档案文献展”网上展览亦于当
日同步上线。

自1992年起，上海的对口支
援工作已走过28个年头，形成了
种类丰富、门类齐全的援建档
案。启动仪式现场，举行了“上
海市援疆援藏工作档案交接仪
式”，市合作交流办将由上海援
藏干部联络组、上海市对口支援
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形成的近
1.8万件援建档案正式移交市档
案馆。市政协文史委还向市档
案馆捐赠了《口述上海》对口援
建丛书。

200余场线上线下活动展开
启动仪式的举行标志着以

“档案见证小康路，助力扶贫决
胜期”为主题的 2020 年上海市

“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正式拉
开帷幕。在为期两周的“国际档
案日”宣传活动期间，市档案局
将组织全市机关、团体、企事业
单位，各级各类档案馆和有关文
博单位，举办200余场具有档案
特色、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线
上线下活动，包括市档案局与市
法宣办共同主办的“小康之路
档案记录——档案里的故事‘国
际档案日’专场”在内的一系列
展览、讲座、档案故事会、档案法
制知识宣传等，为广大市民提供
了近距离感受档案文化魅力的
机会。

结合全市上下掀起的“四
史”学习教育热潮，今年“国际档
案日”宣传活动期间，市档案局
（馆）将与市级机关工委、市政府
合作交流办、市社联、市方志办、
上海城投集团联合主办“上海服
务全国的回溯与展望”——“四
史”学习讲坛名家访谈专场。届
时，“传承红色记忆，加强‘四史’
研究——中青年学者走进档案
馆活动”也将正式启动，为上海

“四史”学习教育提供档案支撑，
营造良好氛围。

女儿，爸爸要告诉你，阻

击当前疫情是一场立体战争，

已不分男女老幼、东西南北，

各行各业齐上阵。我们的家

乡也已森严壁垒，众志成城，

区、镇、村党员干部们无惧风

险，挺身而出，组织带领全员

阻击疫情蔓延。

得知你已写了入党申请

书，且已提交党组织，在此次疫

情防控中，自觉向党组织靠拢，

主动履行为人民服务，志愿申

请加入一线工作，为你点赞。

我们是两代军属的家庭，

应该有些血性，担当起保卫国

家，保卫人民生命安全的使命。

孩子，不要太牵挂家里，家

里一切安好！爸爸为你骄傲！

一批援建珍档首次在上海公布
数字档案查阅平台正式上线

13封战疫家书被收入浦东档案馆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青年报记者从浦
东新区档案馆获悉，从今年4
月起，该馆面向有关单位和社
会人士广泛征集新冠肺炎疫情
相关档案资料并于昨起对外展
出，其中13封家书成为亮点。

这13封家书来自周浦镇，
写信时间均为今年2月前后疫
情防控形势严峻期间。有父母
叮嘱子女作为医护人员的职责
使命，有幼小的孩子为一线抗

疫工作的父母担忧及祝福，也
有回武汉探亲的职工给领导同
事报平安的“定心丸”……而家
书中提到最多的一句就是“疫
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大家坚信一定能战胜疫情，迎
来胜利。文以载道，物以传魂，
字字句句，感人至深。

“这些家书每封都写得很
感人，我们各种类型选取了一
些，因为要展出，特意挑选了部
分手写版，看上去更加真实和
亲切。”浦东新区档案局（馆）档

案征集编研部副部长杨婷表
示，这些征集来的家书，将按照
档案收集的规范进行整理编制
永久保管。

据介绍，除了家书之外，此
番还收到了18篇来自医院的
战疫情报、感人故事，其中有一
份是浦东新区人民医院援鄂护
士长尹育红的武汉战疫日记，
记录下她从1月24日除夕夜
出发武汉到3 月 31 日归来上
海的工作记录，这份记录同样
弥足珍贵。

妈妈，我想您！我想抱抱

您！

妈妈，您答应过我，春节期

间您休息，您会陪着我，会带我

去迪士尼、去海昌公园。妈妈

您食言了，您不仅没有兑现您

的承诺，现在我连面都见不到

您。

因为太想您，我和爸爸跟

您视频，视频的那头，您厚重的

黑眼圈，嘶哑的声音，我和爸爸

都哭了，而您却说：“我是一名

普通的护理人员，我也是党员，

这种时候，党员就应该冲锋在

前，积极发挥战斗堡垒和模范

带头作用，始终坚守在疫情防

控最前线，为人民的生命健康

竖起安全屏障。”

妈妈，我想您，我也心疼

您，您一定要自己保重身体，您

放心好了，我们在家会好好的，

等您回来跟我们一起吃饭。

妈妈，今年的年夜饭是您

做给我们大家吃的，那时候我

们还可以聚在一起吃饭，现在

只能每天跟您视频，好想念妈

妈做的色拉卷啊，嘻嘻，不行，

不能想了，口水要流下来了。

妈妈，您上班的时候一定要

小心哦，要勤洗手，戴好口罩，我

知道有时候您会去发热门诊上

班的，要记得保护好自己哦！

新闻上说我们上海的疫情

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武汉的

感染人数也直线下降了，希望

妈妈不用去援助武汉了，能早

点接我回家，我很想念您和爸

爸。最近，我学习了新的吉他

曲，就是那首“火红的萨日朗”，

是网红歌哦，舅妈帮我录了抖

音，您要记得给我点赞，嘻嘻！

妈妈，真希望马上能见到您，当

面弹给您听！

6月9日，在第13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
2020年上海市“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在市档案馆
外滩馆启动。上海今年的“国际档案日”主题为“档
案见证小康路，助力扶贫决胜期”，一批珍档首次披
露，数字档案查阅平台也正式上线。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妈妈，我佩服您！为了武

汉人民，面对疫情，您没有畏

惧，没有退缩，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毫不犹豫地驰援武汉。在

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在抗

击疫情的第一线，您努力工作，

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与肆虐

的疫情勇敢地斗争，积极地救

助病患。看到您跟出院患者的

合影时，我心中充满了自豪，您

是女儿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最近，我每天都在关注着

疫情，我在电视上看到成百上

千像您这样的白衣战士，他们

同样无惧无畏地奔赴湖北，投

入到抗疫的战斗中。听爸爸说

这叫“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

国一心、共克时艰”。我想有你

们无私无畏的驰援，一定会给

那些需要的人带来帮助、送去

信心、战胜病毒。相信在大家

一起努力下，一定能早日迎来

我们想要的胜利。这样，您就

可以早日回到我的身边，每天

送我上学，全家继续像以往一

样开开心心地生活。

妈妈加油！武汉加油！中国

加油！我们全家等您凯旋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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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医院妇科、眼科、特需护士长朱小贞的女儿
写给妈妈的家书：

周浦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戴华的女儿
写给妈妈的家书：

周浦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戴华的父亲戴伯平
写给女儿的家书：

周浦医院急诊内科病区护士长吴晓青的儿子写给妈妈的家书：

朱小贞和女儿。
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戴华和女儿。

戴华爸爸写给女儿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