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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邵毓琪） 3 月
13 日，奉贤区举行第 139 次区长网
上办公日，区委常委、副区长顾耀明
与网友们就“多维施策，全力推动乡
村振兴”这一话题展开热议，助推奉
贤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活动中，网友奉城村民表示，今
年上海人代会为垃圾分类立法。目前
农村上世纪70至80年代建造民宅危
房多，村民对翻建或翻屋面的意愿
强烈。与此同时，产生建筑垃圾基层
没有指定运放地，造成村内环境受到
影响，希望相关部门能关注乡村建筑
垃圾清运问题。对此，顾耀明表示，全
区各街镇规划建设9个“两网融合”中
转站，目前已建成6个，可用于建筑垃
圾的临时中转堆放，收集后运输到柘
林塘堆坡造林。奉贤区正在大力推进
建筑垃圾可以资源化利用，目前通过
招标在南桥地区引入一家资源化利
用公司，全区未来还将引入4家公司，
提升建筑垃圾再生利用效率。

网友OnlyTalking提出，闵行区
自 2015 年政府开始规划黄浦江滨
江地区，已经完成了多个滨江公园
的建设，而奉贤的滨江地区集聚不
少混凝土搅拌站和砂石堆场，希望
能够加强黄浦江滨江规划。对此，顾
耀明表示，奉贤已开展黄浦江生态
廊道的研究，结合了农艺公园和相
关的郊野单元规划，今后将结合乡
村振兴、生态园林城市创建等工作，
加大对地区河道、垃圾、拆违、乡村
风貌等工作的力度。

顾耀明还表示，奉贤早在2018
年 1 月率先通过了《关于实施奉贤
区乡村振兴计划的若干意见（试
行）》，创新融合模式，打通城市化与
逆城市化的通道、创新政策流程，推
动“三块地”改革取得突破等 10 条
意见。区各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20
个配套政策，涵盖了农业产业、生态
建设、乡村文化、乡村治理、农民增
收等多个方面。

□记者 傅潇瑶

在奉贤戏迷们的翘首期盼中，
今年1月15日，“美丽奉贤”戏剧节
暨冬日暖阳文化大拜年活动拉开了
帷幕，以戏迎春。历经五载，戏剧节
俨然已成为奉贤百姓乐而忘返的开
年盛会。

戏剧节作为奉贤品牌文化活
动，从2019年1月初造势至3月4日
结束，力邀全市30多家国有、民营院
团、剧团亮相百姓舞台，几十部原创
经典、数百位名家名角齐聚贤城，共
计开展110余场戏剧演出、讲座、赏
析活动，6.1万余名戏迷乐享其中。

精细调研观众
戏剧节前夕，主办方未雨绸缪，

预先“搭脉摸底”，依托近年来日臻
完善的四级文化资源配送网络体
系，细致分析配送点单、点位数据，
充分利用“奉贤文化云”微信公众平
台等渠道，开展戏剧节需求调研，了
解、分析市民百姓看戏需求。

在戏剧场地承接安排上也力求
多元。根据区域实际，覆盖全区 12
个乡镇、社区、街道，走进机关、学
校，延伸至企业、村居、军营、敬老

院、民工子弟学校，会议中心礼堂、
乡镇影剧院、学校多功能厅等地。街
道村居，阡陌村口，皆有好戏上演，
百姓就近、就便就能赏戏看剧。有老
戏迷高兴地说，“以前看个大戏是桩
大事情，出笼工夫排好日脚，特地转
三四趟车，要花 2 个多小时到市区
看，看完还要花2个多小时回来。现
在好了，一脚头，家门口可以看大
戏、看好戏了。”

精心挑选剧目
本届戏剧节剧目涵盖话剧、歌

剧、音乐剧、沪剧、越剧、昆曲、滑稽
戏、儿童剧等。展演院团不仅有知名
国有院团、优秀民营剧团，还有最近
几年经过精心扶持茁壮成长的奉贤
民营院团。

主办方“引导”与“引领”相结
合，既根据百姓人气票选，遴选耳熟
能详的沪剧《陆雅臣》、越剧《碧玉
簪》等十几部经典大戏，更力推原创
大戏如上海歌剧院的《晨钟》等主旋
律作品，同时聚焦“受众”全龄段，进
行“小戏迷”——萌芽计划，挑选多
部原创儿童剧力作，如上海木偶剧
团的金奖力作《创世补天》等，可谓
好戏连台。除了这些百姓欣赏喜闻

乐见的剧种、剧目，主办方还引进安
排不同剧种的演出，如在奉贤百姓
中不常见到的黄梅戏、淮剧等，让戏
迷们耳目一新。

精准引导赏戏
戏剧节一直致力于对市民戏剧

艺术的引导和普及。经过几年戏剧
节的“会享艺”理念传达，本届戏剧
节戏剧赏析板块尤其受到群众欢迎。
上海歌剧院在歌剧《晨钟》、舞剧《奔
月》的演出前，特别准备了由主要演
员带来的导赏介绍，从戏剧本身到剧
情概述、从剧目创排到精彩片段，做
了精炼且精妙的艺术引导，得到了
百姓们高度好评，特别是在奉贤四
个高中演出时，引发了在场师生们
一致赞叹。学生纷纷反映：“以前我
们只知其一，歌剧院老师们的介绍让
我们理解了其二、体验感悟到了其
三，难忘歌剧的美妙啊。”区解放路小
学教职工激动地说：“演员们的演唱
技巧与表演功力让人叹为观止，舞
美、灯光、背景相辅相成，真是专业
高水准的艺术饕餮大餐！”

台上台下互动，幕前幕后解密，
人们看到了演员的功力，更见识了
戏剧的魅力。有年轻戏迷说，“通过

戏剧节，我们看戏，更想学戏，有导
赏，我们既听出了味道，更看到了门
道。”

精彩延展戏外
奉贤戏剧节见证了一家家本土

院团破土、萌芽、成长，走向更高平
台的发展历程。如，奉贤本土院团代
表上海雅韵文化艺术传承中心，自
2017 年初第一次亮相于当年奉贤
戏剧节，短短两年已成长为区内群
众文化演出的主力军之一。其创排
的新剧、新戏更是进入了市级配送
平台，至2018年演职人员达50人，
全年演出量超200场。通过戏剧节，
播撒戏剧艺术发展的萌芽与基因。

戏剧节中，“会享艺红马甲”也
成为戏迷们熟悉的风景。连续几年
的戏剧节，培养了一批忠实的戏迷，
其中骨干自发组成了志愿者，积极
投身到戏剧节，为其他戏迷观众服
务。他们最小的14岁，最大的67岁，
在演出前帮忙组织票务、推荐演出
信息、分发节目指南、演出时为老戏
迷指引座位、维持剧场的秩序，演出
后收集戏迷反馈、汇总演出信息，点
点滴滴汇成了照亮戏剧未来的亮丽

“星光”。

本报讯（记者 张莉莉） 2019
年是市工业综合开发区实施“十三
五”规划向百亿开发区迈进的关
键一年，今年以来，开发区总体
经济保持快速稳定增长态势，开
创了开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
好开局。

今年1-2月，开发区完成税收
收入22.5亿元，同比增长31.6%，地

方财政收入 6.2 亿元，同比增长
24.2%，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
快 ，实 现 1.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9.2%。，实现“开门红”。其中，重点
产业发展趋势良好。美丽健康产
业仍然一枝独秀，其他产业喜忧参
半，汽车配件产业、装备制造业税
收同比有所减少，电子信息产业、
新能源产业有所增加。

本报讯 （记者 吴口天） 3 月
13 日，由区教育局、禁毒办主办的
主题为“十万师生在行动”禁毒活动
在奉贤中等专业学校展开。区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周龙华作讲话。

本报讯 （记者 邵毓琪） 3 月
13 日，奉贤区召开“三农”工作会
议，会议要求，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绿色田园、美丽家园、幸福乐园”三
园工程。区委常委、副区长顾耀明
出席。

本报讯 （记者 邵毓琪） 3 月
13日，奉贤区召开2019年消防工作
会议。会议要求，深化改革创新，抓
紧完善应急联动、智慧消防体系制
度。副区长唐丽娜出席。

让赏戏成为百姓生活习惯
——历经五载“奉贤戏剧节”成为市民盛会

近日，奉贤城管启动“垃
圾分类”执法检查。图为南桥
城管中队检查人员和属地居
委、物业和垃圾分类志愿者
对南中新村垃圾分类进行检
查。 （王菊萍/摄影报道）

十万师生宣传禁毒

区“三农”工作会议

奉贤部署消防工作

第139次区长网上办公

热议多维施策 推动乡村振兴

市工业综合开发区勇争开路先锋

经济指标保持高位增长

唤醒“沉睡”的农房
（上接1版）上美院乡村艺术中

心、中国美院乡村工作站及著名国
画家吴山明大师工作室、著名油画
大师陈逸鸣工作室、越剧表演艺术
家吴群工作室等。此外，为吸引青年
人返乡创业提供的配套办公场所、
公寓、孵化器等，不日也将正式开
建。与此同时，村组内还保留着十余
户原住民及老树、栈桥、河流等乡村

原风貌，新老交织，组成了一个有鲜
活生命的乡村生态共同体。

让乡村“活力”起来
青村镇吴房村，是上海首批规

划的 9 个乡村振兴示范村之一。村
庄规划结合地理位置特点，将村域
划分为创意文化、农民集中居住、公
建配套和特色种植区功能各异的四
个象限，通过和水路林串联连片打
造，构建示范村整体美。

吴房村的改造，源于当地产业
转型的试水。“奉贤黄桃”是吴房村的
特色农业名片，村里大部分农民都种
植了几十年。然而，近年来黄桃产业面
临“人老、地老、树老”，以及桃农后继
无人的问题。综合村里的现状，吴房村
去年开始探索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对
接市农科院，并引入台湾永龄农场等
市场主体，针对“黄桃产业提升关键技
术研究”要求，制定奉贤黄桃种植和品
质标准，做大做强黄桃产业。不仅如
此，只要村民愿意，宅基地也能一并流
转给村里，用于建造或改建成民宿。

由上海国盛集团、镇属企业桃
源里公司、浙江思画资本、恒润集团
合资成立思尔腾公司负责吴房村示
范村的运营管理工作，充分保障村
集体经济主体以及村民获得乡村振
兴红利。目前，吴房村正在推进“守
护家园”计划，先期提供物业管理、
颐养公寓服务管理等公益性就业岗
位 40 个，实现本村全日制就业 25
人，计次制就业45人，人均就业月收
入2500元。未来还将优先招录本村

村民，吸纳富余劳动力，推动家门口
就业，实现从业人员占比80%以上。

让日子美起来
“去年，村里通知说可以将宅基

地流转，打造成民宿。我们家有前后
两幢房，老两口盘算了一番，最终选
择将前面一幢房屋流转。”吴房村1
组村民曹水林今年66岁，自己年轻
的时候由于一场车祸，丧失了劳动
能力，家里的田地一直由丈夫一人
打理种黄桃，平时也很辛苦。正好，
村里要作为试点村，就将自家的自
留地等流转出去，自己的老公也能
省力不少。

曹阿姨算了一笔账，不少村民
从前都是围绕“黄桃”转，担心天气，
担心产量，还要担心销售情况，一年
的忙活普遍能换来三、四万元的收
成，但是其中的滋味自己知。而现
在，土地和房屋流转 20 年，自己仍
然有地方居住，还有4-6万元一年
的租金，轻轻松松养老。“多少适意
呀。”曹阿姨感叹。

这种村民通过土地流转、房屋租

赁提高资产性收入，从而形成“股权+
租金+就业收入”的多元化增收模式，
使得原先不同意的农户们也纷纷同
意搭上这趟“顺风车”。如今，曹阿姨
和她的邻居们都由政府安置到距吴
房村五六分钟车程的颐养公寓，和以
前一样，大家每天仍然住在一个院子
里，生活在一起，可以串门聊天，也可
以走几步去生活驿站看看电影。

“以生活驿站、睦邻四堂间等为
载体，通过三社联动，努力为老年人
提供受欢迎的服务，丰富晚年生
活。”该村负责人介绍，目前，17 幢
31 套颐养公寓已基本完成建设和
室内装修,1所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已
建成并投入日常使用，吴房村村委
会与专业养老机构“椿熙堂”合作将
其打造成为村级的生活驿站，搭建
医疗、文教、就餐、智慧养老等多功
能养老平台，形成乡村养老社区共
振辐射链，满足村民日常生活基本
保障功能和文化娱乐多样化需求。
年内还将启动并完成吴房村康复站
建设，丰富农村养老社区功能。

以宅基地改革推动乡村振兴
（上接 1 版）庄木弟指出，盘活

农村宅基地资源，使其流动起来是
关键。必须创新农村宅基地确权
标准，把解决村民分户建房需求高
和宅基地空置多作为工作突破口，

打造农民自愿参与的平台，引导农
民在改革中改善人居环境、壮大集
体资产、增加农民收入。

庄木弟强调，推进乡村振兴工
作的根本目的是让老百姓有更多
获得感，各地区、各部门必须要牢

牢抓住这一主线，试点推进宅基地
使用权流转改革，明确时间表、制
定路线图，在保障农民既得利益的
情况下，真正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
符合奉贤农村的宅基地改革路径。

顾耀明、梅广清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