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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下载新民客户端

! ! ! !公园出入口能否多一些？厕
所指示可不可以再醒目点？广场
舞等活动区域能不能离居民区远
一点？……环城生态公园带怎么
建，老百姓有话说。近日，普陀凌家浜
绿地、闵行梅陇绿地、徐汇华泾绿地
分别召开了座谈会，数十位市民与建
设、设计、管理部门面对面，为“家门
口的公园”提供宝贵的“群众智慧”。

将赏桃打造成桃浦亮点

作为外环林带的起源地，上世
纪 !"年代，外环林带的第一棵树，
就是在桃浦区块种下的。今年，作为
环城生态公园带的节点之一，这里
又要启动凌家浜绿地的建设。今后，
整个桃浦镇内沿外环林带将建成启
点公园、春光公园、红柳公园等多座
公园（名称暂定），构成环城生态公
园带普陀区段。
这样的建绿“大手笔”，自然吸引

了周边许多居民的目光。前两天，记
者来到普陀区桃浦镇春光家园活动
中心，十多位居民已围坐一圈，期待
“家门口的公园”揭开神秘的面纱。
“桃浦镇的由来就是桃花。放眼

上海，顾村赏樱已成品牌，桃浦是否
能将桃花打造成亮点？”上海市园林
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设计师李肖

琼介绍，今后将沿外环绿带普陀段
建成“五水交汇、三地融合、桃语嫣
然”的“江南桃园”，居民在家门口就
能看到开阔湖面和满园春光。其中，
一条长约 #公里的“超级绿道”极为
吸睛。绿道将打通断点、贯穿南北，
连接宝山、嘉定、普陀等区，通过架
空段、高架下沉通道等形成连接，既
能漫步，也能骑车。
此外，设计方希望多层次地将

“桃”文化做到极致。比如，栽种各种
品种的桃花，拉长桃花观赏期。湿地
公园将建水上栈道和观鸟塔，水岸
草坪可以垂钓，晚间公园也会有灯
光，营造美丽的夜景。
针对今年即将启动建设的凌家

浜绿地，设计部门和主管部门也作
了介绍。其间，居民们频频点头，一
会儿举起手机拍下效果图，一会儿
又窃窃私语，关注之情写在了脸上。

周边居民畅所欲言

待到市民发言环节，大家瞬间
打开了话匣子，气氛一下子变得热
烈起来。“桃浦镇的主要人口聚集在
西北面，刚刚听设计师介绍主要出
入口在春光家园的东门。建议多建
些出入口，让大家方便地进入公园。
另外，这里水系较多，希望可以多造

些桥。”家住永汇新苑的金诚说。
他告诉记者，自己在单位从事

工程相关工作，今天特地抽时间来
参加座谈会。“平时会去顾村公园、
嘉北郊野公园等，很想在家门口也
有这样的亮点。现在离家最近的桃
浦中央公园要坐三站地铁才到，将
来凌家浜绿地造好，走十分钟就到
了。”他说。

同样住在永汇新苑的胡国平，
则对设施与扰民问题更关注：“去公
园的老人比较多，有些公园厕所的
指示和标识不明显，希望选址在醒
目的地方。另外，公园设计时就应该
把娱乐活动的场所考虑好，要离居
民区远一点。”他还认为，$$时左右
将大型灯光关闭，避免产生安全和
扰民问题。

金点子被一一记录

针对大家的“金点子”，主管部
门一一记录，并对出入口、通行、树
种选择等部分问题当场进行了回
复。比如针对杨树的“诟病”，主管部
门表示杨树作为速生树种，在上世
纪栽种较多，而近年来上海已减少
栽种。在此次改造中，有条件移走的
也会移走，减少对居民的影响。又如
通行问题，设计部门均有考虑，在地

块内设计了多个出入口，方便市民进
出公园。“最大的智慧来自于人民群
众，居民考虑得很专业，连出入口、树
种、设施设备、养护管理等都考虑到
了。”桃浦镇规建办主任翟世国说。
记者获悉，环城生态公园带普

陀区段，将以“城间林语、环上桃缘”
为愿景，先期启动的凌家浜绿地以
打造近郊微度假旅游目的地为目
标，利用规划外环提升的发展机遇，
充分融入周边规划智创城、桃浦新
村、物流小镇的总体布局，融合城绿
渗透界面，提升蓝绿空间功能，增添
城市生活气息。

闵行段则立足周边高密度城
区、辐射居住人口众多的区位特征，
以及区段内现状绿地封闭性强、连
续性差等问题，提出打造全龄化无
边界体验公园的设计理念，以“公
园%”推动公园与体育、文化、社区
服务等功能融合。
徐汇区段则充分聚焦场地为外

环绿带与黄浦江生态廊道交汇节点
的地标特征，深入挖掘场地文化资
源与居住社区紧密的人文特色，着
力打造面向社区居民和上海市民的
多元活力公园、高标识性的黄浦江
滨江特色岸段以及体现创新创意的
高品质文化展示地。

记者从上海市公共绿地建设事
务中心获悉，“十四五”期间，本市将
在外环绿带的基础上，新增城市公
园 &'座，建成步行骑行兼顾、连续
贯通的外环绿道 ()"公里以上，并
布局建设绿道驿站（环城驿）&"*+"
个，打造“环上公园群”。届时，!,公
里的外环绿带上，平均 $公里一处
公园，&公里一座驿站。

为此，自 !月 $$日起，上海已
面向全社会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环
城生态公园带建设市民金点子征集
活动”，同时在线下各区段开展市民
座谈会。市、区绿化管理部门将探索
建立市民意见征求工作机制，对环
上规划新增的 &'座公园，于建设前
开展“线上-线下”交流活动，倾听
市民心声。
下阶段，绿化管理部门还将对接

团市委、市教委、体育局等部门，走访
行业专家，以“公园%”推动公园与体
育、文化、旅游等各类功能的融合。
重点围绕后“双减”时期如何更好地
为青少年及儿童提供体育运动、自
然探索、文化科普等户外活动空间，
加强对学生群体的意见征询，让环
城生态公园尽可能满足不同年龄群
体尤其是青少年对公共绿色空间的
特殊需求。 本报记者 金旻矣

家门口公园怎么建？居民有话说
这三场座谈会上市民畅所欲言贡献!群众智慧"

! ! ! !本报讯（记者 毛丽君）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两
周年建设工作现场会昨天在苏州
吴江举行。两年来，示范区已形成
.&项制度创新成果，正加快复制
推广。会议期间，示范区“核心中
的核心”———水乡客厅重点项目
开工（启动）仪式在水乡客厅区域
举行。

作为示范区“核心中的核
心”，水乡客厅位于沪苏浙交界
处，是依托长三角原点，由两省一
市共同打造的功能样板区，水乡
客厅立足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
国特色，以“绿色示范、创新引领、
基因传承、交通支撑”为发展策
略，将打造成为生态绿色高质量
发展的实践地、跨界融合创新引
领的展示区、世界级水乡人居典
范的引领区。
记者了解到，本次开工（启

动）的重点项目涉及互联互通、生
态绿色、产业创新、存量盘活等类
型，它们是：金南路—浦港路（青
浦至吴江）、汾湖大道—兴善大道
（吴江至嘉善）、金商公路南延至
嘉善等互联互通项目、水乡客厅
蓝环示范段理水筑绿项目、方厅
水院水乡客厅核心项目、科大亨芯
研发创新项目、水乡客厅数慧云巷

存量盘活项目、水乡客厅科创学园存量盘活项目。
跨省域互联互通项目优化完善了示范区内高

快速路网结构，探索建立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新
模式，提升水乡客厅整体环境品质，是示范区水乡
客厅生态绿色、一体互通领域的生动实践。水乡客
厅数慧云巷和科创学园存量盘活项目因地制宜，
优化土地资源，实现土地集约节约，打造智能与技
术为核心的科技产业集群，提升水乡客厅科创策
源功能，为水乡客厅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项目的
启动建设将为水乡客厅实现“一年拉框架、三年出
形象、五年基本建成”打下坚实基础。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副组长、办
公室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江苏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娄勤俭出席会议并讲话。
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政隆，推动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
主任丛亮等出席会议。

! ! ! !本报讯（记者 张炯强）昨
天，东华大学迎来 .) 周岁生
日。.)年间，这所以纺织服装为
特色的高校，共输送了 $'万余
名基础宽厚、实践能力强的高
素质人才。
“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

首批劳动模范、')级东华校友
黄宝妹来到校园，与青年学子
交流。东华校友中，还包括率队
攻关制备出有限次使用医用防

护服的材料领域朱美芳院士，
为全国两会、十九大、国际进口
博览会等国内重大活动提供安
全保障的“漏洞银行”创始人罗
清篮……
近年来，东华大学加强纺织、

材料、设计等优势学科的建设，
为建设制造强国贡献东华智
慧。“蛟龙”潜海、“天宫”飞天、
“北斗”指路、“嫦娥”探月、“天舟”
送货……大批东华参与的科研
成果应用于生物医用纺织、航天

航空、环境保护等领域。/!,0年
以来，东华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奖、技术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等
近 0)项。

教育部副部长翁铁慧、上
海市副市长陈群出席并讲话。

! ! ! !本报讯（首席记者 王蔚）
昨天是新中国成立后新组建的
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校庆 .)周年。该
校发布“卓越学术”“卓越育人”
“通识课程”三大纲要，希冀为
建设教育强国和以教育强国事
业做出持续性贡献。
“卓越学术纲要”以成为国

家和世界新人才、新科技、新学
术策源地为发展愿景，以加强
“战略导向、学科交叉、团队协
同、冷门绝学”研究为重点，致

力于提升学术研究及创新创造
的引领力和贡献度，致力于参
与建立走向世界的中国知识体
系，致力于提供改变世界的新
力量和新工具。在“卓越育人纲
要”中，华东师大提出以促进学
生全面而个性的发展为目标追
求，确立新发展阶段高等教育

卓越育人新范式，培养具备“明
德乐群、基础扎实、身心健康、
国际视野、反思探究、持续发
展”核心素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心系人类文明进步的各领
域卓越人才。“通识课程纲要”
提出建立“人类思维与学科史
论”课程群，凸显思维模式变革

的启示意义。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殷一璀，上海
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云
耕，教育部副部长翁铁慧，上
海市副市长陈群，上海市政协
副主席张恩迪等出席昨天的校
庆大会。

华东师大提出研究型大学培养学生要有!标准像"

建设世界新人才新科技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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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大学 $#年输送 %&万余名人才

为建设制造强国贡献东华智慧

! ! ! !本报讯（记者 解敏）今年
是陶行知诞辰 /&)周年暨逝世
.0周年，他所倡导的“生活即教
育”“教学做合一”“社会即学校”
等教育主张，对中国教育理论和
教育实践影响深远。如何在新时
期继承和弘扬陶行知先生的精
神和思想，是摆在今天广大教育
者面前的重要话题和实践命题。

/)月 /'日上午，上海市宝
山区文旅局、宝山区图书馆联
手朵云书院，以主题沙龙的形
式，邀请三位嘉宾围绕陶行知
“生活即教育”的核心教育思

想，探讨“今天我们如何做真教
育”这一现实而重要的话题。

在陶行知先生的那个时代，
是中国的儿童发现的时代。“创
造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学
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
创造教育就是要培养创新精神、
创造能力。陶行知先生认为，儿
童的创造力不是教出来的，先要
把对儿童的各种束缚解除掉，也
就是“解放”。解放儿童的同时，
教育者（教师、家长）要提供营
养，要培养良好习惯，要因材施
教，如同农业不是听任种子自生

自灭，需要精心耕耘。
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杜成宪看来，这
正是陶行知对教育的根本理解，
也就是真教育。“他主张不要过多
地把我们认为是好的东西强加给
孩子，他倡导的是一种做‘减法’
的教育。这种教育是陶行知当时
追求的，今天我们仍然应该按照
他的思路，继续追求下去。”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周洪宇进一步
强调了家校社会协同育人机
制，他认为学校应认真履行教

书育人职责，积极与家长沟通，
传递科学的教育理念；未成年
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家
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应树立
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自觉学
习家庭教育知识。

近期国家“双减”政策出
台、实施不久，儿童问题研究
者、宝山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吴
斌荣认为，只要教育者坚持“生
活即教育”的理念，无论何种政
策出台，都可以坦然地去面对，
因为只有在生活中做教育，才
是最扎实的，最靠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