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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短时小雨，中午前后起阴有时有阵雨
温度：最高 22℃，最低 18℃ 风向：东南 风力：3-4级

多云到阴转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温度：最高 25℃，最低 17℃ 风向：偏东 风力：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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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孔令君

70年前的四、五月间，南京、杭
州相继解放， 上海战役即将打响，

总前委、华东局入驻丹阳，为解放
与接管上海做准备。“炮声近了”，

上海的地下党员们期待又紧张。原
解放日报记者王树人回忆，当时他
住在九江路大陆银行大楼的一个
律师事务所里，每晚都爬上大楼屋
顶，静听远处传来的炮声，推测解
放军部队推进的情况。

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里，上
海有一份 “地下报纸”， 被人们传
阅，振奋人心。那是 1949 年 4 月 8

日创刊的 《上海人民》， 每期两个
版，一周一期，在不到两个月的时
间内， 共出版了 8 期和 1 期 “号
外”， 报道内容除上海人民迎接解
放的斗争和护厂护校之外，大量刊
登新华社的消息，其中最多的是解
放军节节胜利的战报，还有反映解
放区生产生活的一些内容。为了保
证新闻来源的真实性，当时的报纸
负责人庄炎林设法买了一部最好
的收音机，让妻子陈俶辛，以及王
树人每天收听、 记录各方新闻，他
和几位编辑负责采访、组稿、撰写
和翻译有关文章，定稿后送交地下
党控制的印刷所印刷出版，然后由
地下党组织的网络散发。

地下办报，他们与城外战斗着
的解放军将士一样，同样冒着“枪
林弹雨”。庄炎林回忆过一个雨天，

他转送材料途中，遇上几个特务对
行人“抄靶子”（搜身检查），躲无可
躲，急中生智，用雨伞挡住特务视
线， 镇定地将材料迅速藏入伞管，

化险为夷。那时，庄炎林还主持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
秘书处工作，地下党一些会议常安排在他家，庄炎林买了
两盆花摆在阳台上，约定有花表示安全，无花表示危险。

兵临城下。 当时在申报馆里的地下党员盛步云记得，

上海形势严峻， 一时间警车呼啸， 提篮桥监狱人满为患。

1949年 4月 28日晚，约 6点多钟，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派来
了几个便衣密探，持枪闯入申报馆的排字房。 下转荩7版

上海推出多部红色题材佳作，以“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接受观众检验

红五月，看那一抹鲜亮的红

■本报记者 吴桐 诸葛漪

五月的申城舞台，有一抹鲜亮的
红。那是杂技剧《战上海》中战士们军
帽上的红五星，是新编现代京剧《北平
无战事》里地下党员的一片丹心，是舞
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主人公李侠那
条鲜艳的红围巾， 是音乐剧 《国之当
歌》 结尾那面巨大的国旗……为庆祝
上海解放 70周年、 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 上海多家文艺院团推出了一系列
红色题材佳作。这些作品有原创新作，

也有对红色经典的创造性重塑， 令观
众耳目一新。

回望历史，挖掘红色
文化资源
上海杂技团杂技剧 《战上海》刚

刚结束在美琪大戏院的首演。这是海
派杂技首次探索红色题材杂技剧，艺
术地再现了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艰
苦卓绝的历程，跌宕起伏、震撼人心。

《战上海》 通过正面战场和地下斗争
两条主线交替展开， 从 15岁的小战
士庆生跟随连长江华来到前线开始，

塑造以解放军战士江华和地下党员
白兰为代表的大无畏革命者形象。

“战上海”，时间轴、地点、人物和
事件一点都不能马虎。为此，剧本创
作经历近 10稿修改， 主创团队先后
在南京、武汉，上海解放纪念馆、高桥
烈士陵园参观学习， 深入挖掘红色文
化资源，也让演员吃透地下党员、革命
先烈的情感，融入解放重任在肩，渴望
黎明的心情。此外，主创团队在创排过
程中打破了许多原有的杂技编排和表
演模式，加入了现代戏剧表演元素。上
海杂技团团长、 上海市马戏学校校长
俞亦纲说：“必须精心打磨每一个细
节，才能让见多识广的观众心服口服，

引领中国杂技剧目创作新标准。”

张人亚与家人守护全译本《共产党
宣言》的故事，被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
长徐明写成了《守护》。在不久前的首届
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上，纪念馆讲
解员李欣曈凭借这一故事获得了金牌
讲解员称号，青年编剧杜竹敏主动将这
个故事推荐给了上海评弹团。双方一拍
即合，决定将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搬上舞台。 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希
望， 未来能继续与一大会址纪念馆合
作，在党的诞生地挖掘更多像张人亚这
样平凡又伟大的共产党员故事。

除了新创作品，一
些红色题材的保留之作
也经历新的打磨，在五月
重新与观众见面。上海歌
剧院音乐剧《国之当歌》，

过去 9年经过了 150场
锤炼， 如今以更流畅的
剧情、 更精良的制作重
回舞台。 下转荩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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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华社主办的《瞭望》

新闻周刊，在最新一期以封面文章
刊发 《长三角一体化 瞄准强劲增
长极》系列报道。报道介绍自去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特
别是 11月亲自宣布长三角一体化
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长三角更高
质量一体化工作迈入了“快车道”，

跑出了“加速度”。文章通过记者在
沪苏浙皖的实地调研，展示了三省
一市在合作意识、成果和深度方面
的一系列新信号、 新进展和新突
破，并对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建言献策。

风从海上来， 潮涌长三角。长
三角一体化正由“合时代”全面走
向“融时代”。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启
动编制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
纲要》呼之欲出，长三角更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这一国家战略将迎来
更加清晰的行动指南。

随着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的
推进，制度性的、系统性的成果开
始批量出现。目前各地各部门制定
文件时都会想到一体化， 搭建平台
也是基于一体化。当前，长三角一体
化正在基础设施优化配置、 推动市
场一体化建设、 推动产业一体化布
局、 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四
个维度上抓紧推进。 以税收和统计
为突破口， 建立跨省市利益共享机
制等打破制度壁垒、 深化区域融合
的改革关键举措也正在酝酿之中。

展望未来，长三角不仅是国家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更应该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标杆。随着长三
角一体化持续向纵深推进，就能产
生“缩回来是五指，各有特色；打出
去是拳头，形成合力”的效应，形成
中国经济强劲增长极，更好代表国
家参与全球竞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
委书记李强说，三省一市要共同努
力，把长三角建设成为全国贯彻新
发展理念的引领示范区， 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亚太门户，

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沪苏浙皖三省
一市产业生态出现“竞争—竞合—联动”的新动向：产业
布局由垂直分布向水平分布、 从梯次布局向块状布局过
渡；产业转移由自发点状转移向区块转移，由单纯企业承
接转变为管理承接和平台建设；产业协同方面，促进产业
内部联动和产业链深度融合的产业联盟、 产业基金等登
上舞台。 下转荩7版

推一下假想中的眼镜，演员王佳俊在
排练中一丝不苟。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不做“混饭吃”职业工作
要做开创性的“从0到1”

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人工创建
单条染色体酿酒酵母， 覃重军获去年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刊 2版荩

一根竹竿问遍山间土路，一个布袋盛满乡村期待。同济大学教授杨贵庆在
浙江黄岩乡村七年实践，收获当地群众欢迎、引来美国业界关注

“布袋教授”与他的乡村振兴实践
■本报记者 王仁维 彭德倩

早上 8：30，家住浙江台州市的退休阿姨
杨碧君，带着七八个老伙伴坐上 203路公交
车，笃悠悠来到黄岩区蔡家洋村的贡橘园春
游。 林中橘香浮动， 略微架高的木步道宽 3

米，在园内蜿蜒 200 米，两侧尽是探头探脑
的小橘花。

谁能想到， 两年前几近废弃的果园，已
变身远近闻名的网红景点。

带来这一变化的，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杨贵庆教授和
他的团队。2012年至今， 怀揣乡村振兴的梦
想，他拄一根竹竿，背一个布袋，行进在黄岩
的山径泥路上， 带领一个个村庄焕发新颜。

上海—黄岩，每月 2次，每次 3天，六七个点
连轴转，已干了七年。

大咖教授，因何向乡村“逆行”？春末夏
初，记者随杨贵庆去到黄岩。

一个废弃果园的重生
贡橘园里的河道边，蔡家洋村的叶大娘

正洗衣服。家在园边村里的她，对这里的变
化最了解。“那边有三棵百年橘树，原先没啥
人在意， 更何况还有个沤肥多年的石板坑，

大家都离得远远的”，她抬手指处，三棵叶茂
根深的大树前，“橘三仙”的铭牌古朴，古橘
树的悠悠过往一一记录。旁边的石板槽早就
清清爽爽， 成了远近闻名的 “农耕文明遗
迹”，常有年轻人来这里看新鲜。

在贡橘园里， 杨贵庆边走边检查步道。

他身边跟着的，一个是黄岩当地规划设计院
的小年轻郑迎春， 一个是负责施工的应师

傅，一路问答，一路布置。比如，乡间小路的
铺设， 杨教授有个特别要求———中间大石
板，两边嵌入小鹅卵石，保留野趣的同时，也
考虑穿高跟鞋的女性和爱跑爱闹的小孩舒
适方便。刚开始，施工队没按这个来，他直接
要求返工。如今，走在经他设计改造的黄岩
乡村中，鞋底几乎不沾泥。

“杨教授在区里太‘抢手’。他来了，我们
就更有信心了。” 南城街道党工委书记陈虹
说，这里处于城乡接合区域，外来住户较多，

管理发展都遇到些瓶颈。两年改造后，村里
环境大为改善，村民们的观念也在变。“前几
天我在村里面馆听到一段对话， 客人问老

板， 厨余是不是直接倒河里。 老板马上回，

‘那怎么行，现在都那么干净漂亮了，我怎么
会干这种事！’”陈书记脸上掩不住开心。

7年前， 杨贵庆团队应邀帮助黄岩规划
美丽乡村建设。踏进村庄，又喜又忧：既为珍
贵遗存欣喜，又为盲目拆建焦灼。“传统农耕
文明为黄岩留下了大量历史文化村落，如果
缺乏科学规划盲目开发，后果堪忧。”杨贵庆
说。在他的指导下，黄岩梳理出一整套美丽
乡村建设新思路，涵盖乡村经济、环境治理、

社会文化、产业振兴等各个层面。在杨贵庆
看来，乡村沉淀着农耕年代文化宝藏，可能
当下有些萧索，但依然是文明的源泉；乡村

承载着乡愁，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重要战略资
源之一。

一个布袋的特殊功能
工作间隙， 杨贵庆终于稍稍卸下肩头布

袋。泛黄袋子上，印着“同济大学”的字样已经
磨到模糊。他把物件一个一个拿出来：“这是能
弯曲的尺子，U盘、水笔、铅笔、白纸，用这些随
时可以画图；这是我的工作日程安排表，每完
成一项就用红笔划掉……”小小袋子宛如百宝
囊，陪伴着他跋山涉水，走村串巷。

从蔡家洋村出来，已是中午，突然下起大
雨， 原定去沙滩村的重要行程———演太线步
道，被雨势所阻，却并不耽误杨贵庆与村里干
部边看村屋建设，边讨论步道规划。那是他为
这美丽乡村画出的一条“黄金走廊”。

一年多前，他想弄清当地文献记载上一个
叫做“东客柱”的地名。那天刚下过雨，杨贵庆
凭着手机上的指南针， 一路翻山越岭 5 个多
小时，25000多步跋涉。 为了做好沙滩村村落
的规划与修建，他已经多次这样爬越状元山、

翻过引坑岭，越过蒋家岸，最后到达宁溪镇的
乌岩头村……荒野山径中生生踏出了一条
“新路”———“我从地图上仔细研究过，乌岩头
就在我站着这个点的西南方向 45 度角。接下
去我们要在乌岩头村和沙滩村之间修建一条
休闲运动步道，两个村就可以连成一线，撬动
宁溪跟屿头之间的整个旅游资源，点亮沿路四
个小山村。”

如今，步道已全线贯通。这次，杨教授带来
了新的“作业”：设施服务跟进。沿路各村庄，根
据自身风貌特点，建一处公共厕所，一处小型
生态化停车场，一处村庙广场，一处游客信息
中心，一处餐饮民宿……当然，要在乡村完成
这些新“作业”，杨贵庆也不光是拍拍脑袋，画
张图纸了事。 下转荩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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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我们跟着
同济大学 “布袋教
授”杨贵庆，走了黄
岩西部山区的 6个乡村振兴点。吃住行都
在一起，有三点印象特别深刻。

一是杨贵庆教授不容易。杨教授是哈
佛研究生毕业，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

凭他的名气和资历， 完全可以到大城市去
拿大项目。 同济的城乡规划学科是全国一
流学科，A+学科， 国内大中小城市争相邀
请系里教授去“指点江山”。但他偏偏钻进
穷乡僻壤，拿犄角旮旯里的小项目，乐此不
疲，已持续了 7年。这其中有一个知识分子
的情怀和责任。在黄岩乡村振兴学院，杨贵
庆去年给来自全国各地的 170多个学习考
察团上课， 他常说一句话：“小康中国不应
是二元结构：萧索的乡村，光鲜的城市。”

二是黄岩的干部有担当。 在黄岩，有

个乡村振兴干部群，

群主是区里一把手。

群里的乡村干部开
玩笑说，不能惹杨教
授生气，他是有“后

台”的。正是当地干部的全力支持，才能有
一介书生大显身手的舞台。在我们跟着他
的三天里，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当地街镇
的主要领导担任现场办公协调人。如果没
有黄岩干部“上下同欲”的担当，杨教授纵
有三头六臂也难成事。

三是这里的百姓获得感强。 在乌岩头
村、在沙滩村、在头陀老镇……这些乡村振
兴点有的明显发生了改变， 有的刚开始改
变， 但老百姓都很感谢杨教授带来的变化，

到哪里都有老人围着这位“杨高修”，幸福感
满满的。面对此情此景，杨贵庆感慨万分：

尽管乡村振兴还面临资金缺口、 农村积习
积弊难改等问题，但这是一件好事，他要一
直做下去，还要推广到全国其他地方去。

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投资增速
平稳回升、出口继续保持增长……

中国经济韧性更足
“稳”的气质更凸显

刊 3版荩

今年第 19期《瞭望》周刊封面。

今日看点有原创新作，也有对红色经典的创造性重塑

扫码看
《永不消逝的
电波》预告片

是正确的选择
但合作有原则

人民日报评论员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对中美两
国来说，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
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

对中美经贸磋商， 中方始终高度
重视，一直抱着极大的诚意，希望在平
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达成一份
互利双赢的协议。 然而， 美方出尔反
尔，进行极限施压，进一步给中国输美
产品加征关税， 给中美经贸谈判蒙上

了阴影，直接导致磋商未果，责任完全
在美方。一年多来，中方推动谈判的诚
意和善意有目共睹。现在，中国经济和
美国经济深度融合，美方加征关税，对
中国人民不利，对美国人民不利，对世
界人民也不利。 中美妥善解决经贸问
题是全世界的期盼， 美方的举动与世
界的期盼背道而驰。

中美开展经贸合作是最好的选

择，但合作是有原则的。中方在重大
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坚决捍卫国家
核心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任何时候
都不会丧失国家尊严，任何人都不要
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己核心利益
的苦果。 中方谈判的大门始终是敞开
的， 始终认为中美在经贸领域有着广
泛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应
该求同存异，合作共赢。 下转荩7版

中美经贸合作

短评

上海歌舞团原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5月 20日，《永不消逝的电
波》将作为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开幕演出并角逐“文华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