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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孩子面向未来的视野
首发式由团市委、市少工委、

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举办。活动
现场，沈鸿、胡冬梅、朱素静、姚
凤、胡培华、吴蓉瑾、李慧清、吕华
琼等校长代表与现场读者分享了
各自的教育理念，并为读者签名
赠书。

“我们学校的教育理念是将
百姓的孩子高高举起，关爱每一
名普通的孩子，让孩子变得更优
秀。”上海市虹口实验学校校长胡
培华说，学校抓牢基础性课程，开
设丰富的拓展性课程，“如消防教
育、生命教育等安全类课程，舞
龙、上海说唱等非遗课程，还有射
箭、阿卡贝拉等艺体类课程，让孩
子将知识转化为能力。”

上海市七宝明强小学的校训
为“明事理、明自我、强体魄、强精
神”，校长姚凤表示，这个育人目
标能成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指引
和准则，“我们学校办学思想是审
美和超越，引导孩子们有一种发

现美、欣赏美和自己创造美的眼
睛和心灵。这是一个发现自我生
命成长之美的过程。”

在上海市长宁区天山第一小
学校长吕华琼看来，如今需要培
养既具有中国底蕴、又有国际视
野的学生，所以学校提出了“联通
儿童与世界”，让孩子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面对即将到来的9月新学期，
各个学校也做好了准备。上海市
虹口实验学校将继续落实一日三
测温，进校门勤洗手，利用课堂向
学生普及知识，通过小手牵大手
带动家庭，社会，让全校1900名
学生安全开始新学期。

在上海市七宝明强小学，每
位学生在暑期都获得了一本健康
护照，2个月里，学生每天都要对
自己的视力、体温、卫生习惯、电
脑上网情况、劳动等各指数进行
日常记录。“希望通过记录让孩子
们获得自我防控的能力，带着良
好的学习、生活习惯重返校园。
而学校也会做好各项防控措施。”

考虑逐步恢复线下形式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团市委党组成员、市少工委主
任赵国强觉得，名校长多年的
教学心得、育儿经验的分享可
让广大家长受益匪浅，这也是大
讲堂坚持出实录的初心，并且这
本实录将范围拓展至长三角，汇
集了长三角名校长的教育经验，

“书是载体，文字是永恒的。将
内在的思想用文字表达，能禁得
起时间的检验，在物理空间有更
大的传播。希望实录也能让家
长少一点焦虑，让孩子们的童
年多一份快乐，把国家、长三
角、上海未来的建设者培养得
更好。”

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后，赵
国强表示，下学期也会考虑逐步
恢复线下名校长大讲堂，让更多
家长有机会与名校长面对面，“希
望有机会走进建工、上汽、医药等
重点领域行业，缓解企业青年职
工的教育焦虑。”

连环画+口述史 今年书展的主题出版物有量更有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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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成为
“画说四史”重要读物

一套“新时代奋斗者系列连
环画”第一辑的亮相就十分引人
注目。这套书由中共上海市委
宣传部、上海市作家协会出品，
上海城市动漫出版传媒有限公
司、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策划，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
社出版。连环画选取了奋战在
上海教育、司法、工业、文艺、医
疗等各行各业的十位楷模人物
以其感人事迹诠释奋斗的内涵、
幸福的真谛。

记者看到，书中既有法治“燃
灯者”邹碧华、电影艺术大家谢
晋、以“种子精神”践行初心的植
物学家钟扬，也有精心育人的一
代师表于漪、从码头工人成长为
发明家的“抓斗大王”包起帆、远
洋运输体制改革推动者许立荣，
还有好干部汤庆福、以生命书写

“药神”传说的药学家王逸平、救
死扶伤的“最美医生”夏强，以及
驰骋篮坛为国争光的“小巨人”姚
明。读者很熟悉这些名人的照
片，但以连环画的呈现这还是第
一次。这套连环画也成为“画说
四史”主题书单的重要读物。

珍贵口述资料
记载浦东发展历程

围绕着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
推出的图书很多，但是呈现第一
手资料的图书极少。这次上海人
民出版社就推出了《奇迹：浦东早
期开发亲历者说（1990-2000）》一
书。该书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
究室汇编，收录多位浦东开发开
放开拓者的珍贵口述资料，从不
同领域和视角记载了浦东发展历
程中的重要事件，事关浦东改革
开放、建设发展的重要决策过程，
以及见证行业领域变化的重要细
节，生动再现了浦东沧桑巨变的

历史进程。书中收录的口述者都
是浦东开发开放过程中的参与
者、推动者、建设者和见证者。他
们的“亲历、亲见、亲闻”所构成的
珍贵回忆，兼具故事性与历史性。

在首发式现场，中央外宣办、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曾任浦东
新区首任党工委书记和管委会主
任的赵启正说：“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
征。浦东开发开放走过千山万
水，今天仍需跋山涉水。相信浦
东的明天会更好，上海的明天会
更好。”

红旗出版社的《中国大治理》
也是今年上海书展的一本重点主
题图书。该书由参考消息报社社
长王朝文主编，作者之一苏格是
是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
会会长，前驻冰岛大使，中国国际
问题研究院前院长。该书以高端
访谈的形式，来研判中国和世界
大局。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嘉音

本报讯 伴随着每年如期而
至的“书香”，阅文杯“悦读青春”
2020年上海青少年深阅读计划暨
第三季老洋房阅读之旅于昨日下
午在上海京剧传习馆正式启动。

作为2020上海书展暨“书香
中国”上海周活动之一，“悦读青
春”上海青少年深阅读计划是团
市委、市新闻出版局自2013年起
启动的青少年阅读推广项目，被
列入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十三五”
规划，以助力打造“上海文化”品
牌为目标，引领上海青少年爱阅
读、乐分享。

“2018 年，我们在书展期间
喊出‘建筑可以阅读，街区适合漫
步，城市始终有温度’的口号，这
句口号我们一喊就是两年。”品阅
文化创始人范若嶷细数老洋房阅
读之旅两年来走过的点点滴滴。

当旅程化为阅读，这座城市
的魅力就藏在这些数字里：近300

场阅读行走，60场大培训，20余条
极具特色的行走路线吸引了700
多位志愿者，逾万名文化爱好者
踊跃参与……

两年来，老洋房阅读之旅既
登上过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
博览会，也遍布上海的犄角旮
旯。老洋房阅读之旅在深阅读计
划的探索实践中应运而生，也成
为了整个计划最受欢迎的项目。

除了阅读老洋房之旅外，
2013年启动的“悦读青春”上海
青少年深阅读计还有阅读马拉
松、阅读戏剧、读书分享会、有声
读屋等形式多样的阅读主题活
动，助力打造“上海文化”品牌为
目标，孵化培育青少年读书会，搭
建青少年读书资源共享平台，每
年世界读书日期间面向全市青年
发布“五四青年荐书榜单”，每年
都在不断吐故纳新。

本次活动上，为2019“悦读青
春”“十佳读书会组织”“十佳志愿
者”“最佳志愿者团队”“十大最受

欢迎场馆”颁发了荣誉证书。书
虫部落发起人丁布、志愿者代表
王菲、中国证券博物馆张卫东博
士分别分享了他们参与活动的心
路历程和展望。志愿者北落带来
诗朗诵《花样年华》，表达在老洋
房阅读之旅志愿服务中的感悟与
成长。

据悉，志愿者团队中成立了
红色党团学习小组、摄影采风组、
亲子教研组、英语教研组等，把每
场行走主题化、任务化，正是所有
教研小组成员精耕细作的策划，
才能呈现出如此丰富多彩的老洋
房阅读之旅。

团市委副书记丁波、阅文集
团副总裁徐斓、市委宣传部印刷
发行处处长曾原为读书会、场馆、
志愿者代表授予红色钥匙，代表
们共同开启了代表红色场馆的

“建筑大门”，标志着阅文杯“悦读
青春”2020年上海青少年深阅读
计划暨第三季老洋房阅读之旅的
正式启动。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上海书展上的图书，
每年之所以都能俘获很多读者的
芳心，有的书还卖成了爆款，就是
因为有一批优秀书展选书师的存
在。他们了解阅读风尚，眼光独
到老辣，对新书好书尤为敏感。
95 后的杨洋就是这样一位选书
师，而且她还是今年上海书展上
最年轻的选书师。

走到展位边，就看到杨洋选的
那些书充满年轻的朝气。她告诉
记者，“年轻化”确实是她给此次选
书的定位。8月6日书展门票在线
上和线下同时销售时，杨洋就注意
到朋友圈里晒门票的大都是青年
人，她就知道这次书展选书必须以
那些“年轻的书”为主了。

可是，哪些是“年轻的书”
呢？杨洋把选书重点放在书店的
自版书上。她说，钟书阁最近刚
推出一套“了不起的大作家“书
系，里面的作品都是金波、伍美珍
等这些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的文
字，很适合家长陪孩子一起读。
她在书展上就着重推荐了这套
书。外版书方面，她则考虑时尚
和潮流。比如莫言在获得诺贝尔
文学奖之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
《晚熟的人》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另外就是与抗疫有关的两本书，
一本是《反脆弱》，一本是《黑天
鹅》。这些都是疫情发生之后，青
年人十分关注，并且对他们有正
面影响的书。

别看杨洋年纪轻，她已经有
了5年书店选书师的经历。之前
她都在家乡哈尔滨的一家书店里
工作，去年来到上海后，加盟了钟
书阁徐汇店。

选书师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
角色呢？杨洋说，这几年随着碎
片化阅读的泛滥，她明显地感觉
到现在读者越来越看不进那些厚
重书了。尤其是一些大部头的历
史书，杨洋觉得写得很好，也很喜
欢，看到这些书受到冷遇，她感到
很可惜。但是她还是决定要让一
些厚重之书摆到上海书展的展
台。“选书师不应该一味地扮演迎
合者的角色。”她说，“也应该扮演
引导者的角色，告诉读者什么书
是值得一读的，哪些书不读就会
成为遗憾。”

阅文杯“悦读青春”2020年上海青少年深阅读计划正式启动

在300场老洋房阅读之旅中感悟与成长

长三角名校长公益大讲堂第3辑实录首发

缓解“教育焦虑”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
教育永远是社会最关心

的问题之一，学业竞争日益
激烈，青年家长存在着不同
程度的“教育焦虑”。昨日，

“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长
三角名校长公益大讲堂第 3
辑实录在上海书展首发，为
家长开出一剂缓解焦虑的

“良方”。
团市委副书记丁波、上

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共
同为“实录”新书揭幕。团市
委党组成员、市少工委主任
赵国强出席活动。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青年报：这是你第几次参与

上海书展的选书工作？

杨洋：第一次。我是去年才
从哈尔滨来上海工作的。上海书
展的读者好像还是以青年人为
主，起码这一届以我的观察是这
样的。我喜欢感受不同城市的阅
读文化。上海是中国最有文化气
息的城市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出
版的发祥地，所以我来了。

青年人爱读什么书呢？他们
很关注社会形势，特别是在疫情
之下，所以人文社科的书是需要
的。

青年报：我们曾接触过多位

选书师，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读

者喜欢读什么就选什么书，一种

认为也要找一点读者不爱读的

书，要做一个引导。你怎么看这

个问题？

杨洋：读者的口味随着时代
的变化而变化。就像现在碎片化
阅读盛行，读者都不愿意看厚重
的书了。但是我还是会选一些大
部头的书给他们看。他们不喜欢
读，不代表这类书是没有价值的，
应该引导他们去读。另外，读者
现在不喜欢读，不代表他们未来
也不喜欢读，所以应该为未来的
阅读作一些储备。

一批经典主题出版物这几天在上海书展上成为大热门。这些图书以新颖
的角度和独特的呈现方式，让读者见识了主题出版还能如此吸引眼球。今年
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也是上海浦东开发开
放30周年。这自然也就成为主题出版物的出版大年。不过记者在书展现场
看到，一些主题图书的形式呈现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青年报记者 郦亮

书展上最年轻的选书师：

厚重之书能让青年人成长

这本实录汇集了长三角名校长的教育经验。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95后的杨洋已有5年书店
选书师的经历。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不少中小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选购课外读本。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不少年轻人在翻阅红色文化书籍与“四史”读本。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上海的文化气息
深深吸引了我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在上海书展举办期
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
海人民出版社主办“问路百年成
大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年研究丛书推介活动昨天在
社联举行。据悉，这是望道讲读
会于2020上海书展期间组织的
特别活动。也是上海市社联深化

“四史”学习教育的一次专题学习
活动。

这套丛书史论结合、论从史
出，从党史、党建、政治学、法学、
哲学、新闻传播学等人文社会科
学多个学科领域回溯精研中国共
产党百年历程，是上海社科界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的献礼
之作。该系列研究成果由上海市
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
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于2017年共同立项实施，全套丛
书预计在2020年底面世。

主办方特邀丛书的部分作者
来到现场，为听众讲读专著。上
师大历史系教授、中共上海市委
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苏智良，
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研究
员，同济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占才
教授，华政原校长、中华司法研究
会副会长何勤华教授分别从党在
上海的革命纪念地历史、党的百
年自身建设历史、近代以来中国
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理想与追
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形
成与发展等方面，解读了中国共
产党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现场，苏智良还分享了自己
的最新研究成果。由其团队编撰
的《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
纪念地全记录》收录的上海红色
革命纪念地的主要时间范围，从
新文化运动发祥即1916年《新青
年》杂志诞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空间范围覆盖今日
上海全境。收录了1000个上海
红色革命纪念地，是迄今纪念地
数量最多、内容最全的研究成果，
堪称上海红色文化“最全图谱”。

据悉，《初心之地》分为三个
部分。第一部分是50个最重要
的红色纪念地。呈现形式包括文
字、新老照片、示意图、交通信息、
场馆开放信息、二维码有声读
物。第二部分是120个比较重要
的纪念地，第三部分是800多个
遗址旧址，分为机构、名人故居、
活动地和纪念地等。“这1000处
红色纪念地，较为完整地呈现中
共中央在上海12年的机关、领袖
活动的史迹。较为完整地展现了
中共领导下的工人斗争，体现了
上海工人阶级大本营的历史地
位。呈现红色文化在上海城市历
史发展进程中的绵延不绝。红色
历史的完整性，成为上海文化的
一大特色。”

苏智良透露说，为了庆祝明
年建党百年，计划与有关机构合
作，明年推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
历史信息数据库及数字化地
图》。“我们现有成果的是对数据
库和地图的部分利用，下阶段将
加快利用，结合各区需求和各红
色专题进行成果开发。”

收录1000个上海地标
红色文化“最全图谱”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