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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市管干部任职前公示
为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进一步

扩大民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干部
选好、选准，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条例》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
下列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

李晨昊， 男，1968 年 8 月出生，汉
族，籍贯浙江宁波，大学学历，公共管理
硕士学位，1990 年 7 月参加工作，1989

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中共上海
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拟任中共上海市委
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

洪晴，女，1973 年 8 月出生，畲族，

籍贯福建泉州，大学学历，法律硕士学
位，1996年 7月参加工作，1994年 6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中共上海市纪律
检查委员会、上海市监察委员会驻上海
市应急管理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拟任
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上海市监
察委员会驻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纪检监察组组长。

郑佐利， 男，1968年 10月出生，汉
族，籍贯山东章丘，大学学历，工程硕士
学位，1991 年 7 月参加工作，1990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上海市水务局
执法总队、中国海监上海市总队党委书
记、政委、一级高级主办。拟任中共上海
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上海市监察委员会

驻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
察组组长。

邹郁， 男，1973年 10月出生，汉
族， 籍贯湖南长沙， 在职大学学历，

1993 年 7 月参加工作，2002 年 5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中共上海市纪
律检查委员会、上海市监察委员会第
十一审查调查室主任（副局长级）。拟
任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上海
市监察委员会驻上海市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纪检监察组组长。

董海军，男，1973年 7月出生，汉
族，籍贯四川邻水，研究生学历，管理
学博士学位，1997 年 7 月参加工作，

1995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中
共上海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综合处（人事处）处长。拟任市级机关
副局职干部。

朱明林，男，1974年 2月出生，汉
族，籍贯河南浚县，研究生学历，工学
博士学位，2001 年 7 月参加工作 ，

1994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任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处处
长。拟任市级机关副局职干部。

裘文进， 男，1966年 10月出生，

汉族，籍贯浙江绍兴，研究生学历，管
理学博士学位，1987 年 7 月参加工

作，1998年 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任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巡视员。拟
任市级机关副局职干部。

徐惠勤， 女，1970 年 8 月出生，汉
族，籍贯上海，大学学历，公共管理硕士
学位，1992年 8月参加工作，1998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松江区财政局
局长、党组书记。拟任市级机关副局职
干部。

阮仁良， 男，1966 年 3 月出生，汉
族，籍贯上海，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学
位，1990年 7月参加工作，1985年 1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任上海市水务局
（上海市海洋局）办公室（政策研究室）

主任。拟任市级机关副局职干部。

詹咏，男，1971 年 1 月出生，汉族，

籍贯广东南海， 大学学历， 文学学士学
位，1993年 7月参加工作，1997年 9月
加入九三学社。 现任九三学社上海市委
组织部部长。拟任市级机关副局职干部。

奚山青， 女，1976 年 5 月出生，汉
族，籍贯上海，大学学历，法律硕士学
位，1999年 7月参加工作，1997年 6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上海市人民检察
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拟为崇明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人选。

张军，男，1975年 12月出生，汉族，

籍贯上海，大学学历，公共管理硕士学
位，1998年 7月参加工作，1996年 6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静安区江宁路街
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拟为地
区政府副职人选。

郑宏，男，1967年 12月出生，汉族，

籍贯浙江宁波，大学学历，经济学学士
学位，1990 年 7 月参加工作，1995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中共虹口区委
办公室主任、区委研究室主任、区委机
要局局长。拟为地区政府副职人选。

王浩，男，1972年 10月出生，回族，

籍贯山东潍坊，大学学历，教育学硕士
学位，1994 年 7 月参加工作，2015 年 6

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现任民进浦东
新区区委主委、 浦东新区教育局副局
长。拟为地区政府副职人选。

邱运理， 男，1970 年 1 月出生，汉
族，籍贯江西赣州，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研究生学历， 法律硕士学位，1992年 7

月参加工作，1992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 现任中共金山区委办公室主任。拟
为地区政府副职人选。

熊健，女，1971 年 7 月出生，汉族，

籍贯湖北云梦，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
学位，1996 年 4 月参加工作，2000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上海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总体规划管理处处长。拟任
市属事业单位正职。

刘海峰， 男，1974 年 9 月出生，汉
族，籍贯安徽阜阳，在职研究生学历，管
理学博士学位， 工程师，1997年 7月参
加工作，2001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中心主任，上
海市科学技术奖励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拟任市属事业单位副职。

劳晓芸， 女，1968 年 6 月出生，汉
族，籍贯上海，大学学历，公共管理硕士
学位，1990 年 7 月参加工作，1986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上海市教育委
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拟任市管高校党
委副职。

冯磊，男，1975 年 2 月出生，汉族，

籍贯山东阳谷，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
学位，讲师，1997年 7月参加工作，1995

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上海音乐

学院党委组织部部长、老干部办公室主
任。拟任市管高校副职。

陈伟烽， 男，1962年 10月出生，汉
族，籍贯浙江海宁，在职大学学历，政工
师，1982年 2月参加工作，1988年 7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上海汽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 拟任上海机场
（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

上述公示对象中需执行任职试用
期的，按照有关规定实行任职试用期制
度。 公示时间为：2019 年 9 月 18 日～

2019年 9月 25日。 如对公示对象有情
况反映的，可在公示期间向市委组织部
反映。 联系电话：12380，24021442 （传
真）；联系地址：高安路 19 号市委组织
部干部监督室 （邮编 200031）； 网上举
报：上海市委组织部“12380”举报网站
（http://www.shanghai12380.gov.cn）；短信
举报：手机（限上海地区用户）发送短信
至 1063912380，18802112380。

我们将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履行保
密义务。为便于对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
核实，请在反映问题时，提供具体事实
或线索，并请提供联系方式，以便我们
将核实情况作反馈。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2019年 9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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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北到东北 风力：4-5级

新片区首场招聘会启动
优惠政策助推人才奔赴临港

本报讯（见习记者 胡幸阳）日前，“大城
众创·相约临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临港新片区 2019年秋季校园招聘会在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正式启动。本次招聘会由上
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主办，上海临港
人才服务中心和上海临港海洋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承办，是临港新片区自
今年 8月 20日设立后的首场校园招聘会。

本场招聘会参加学生近 300人，共收到
线上简历和现场简历 3000多份。《关于促进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高
质量发展实施特殊支持政策的若干意见》

中，人才相关的优惠扶持政策不少，落户、购
房、人才公寓等毕业生们最为关心的领域均
有涉及。许多毕业生对于在新片区发展充满
信心。

上海有近 60万 0—3岁宝宝，在托育服务需求多样、资源有限条件下———

城市，如何给“最柔软人群”更好照护？

■本报记者 彭德倩 许沁

这几天，静安区慧思顿高瞻幼儿园园长
于敏惠很忙碌———开学已是第三周，咨询进
托班的电话比 5月份招生时还多。 原来，这
个才开设不到一年的托班以其高质量，令家
长们口耳相传， 更多有需求的家庭慕名而
来。住在附近的王思伟说，家里老人照顾不
便，孩子放在这里，安心不少。

3岁以下婴幼儿，“最柔软的人群”，家庭
照护为佳。然而，和全世界许多地方一样，上
海的近 60万 0—3岁宝宝的家庭中，也有部
分确有困难的家庭，需要社会提供多样的托
育支撑。

在需求多样、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
更好地破解托育难题？近年来，上海在实践
中探索答案。

应对多元需求，社会多方参与
“小朋友们互相拥抱一下，中午吃饭，下

午睡觉……”一早，伴随着音乐节拍，托班孩
子们跟着老师跳起律动操。周二，普陀区真
如翠英幼儿园托班的 20名小朋友在律动操
的蹦蹦跳跳中，逐渐停止了哭闹，在互相拥
抱中体验交往。

这家幼儿园位于普陀区真如西村社区
内。园长金叶说，从去年起，作为市政府实事
工程， 幼儿园对外增设一个招收 20名幼儿
的托班， 配备一名有着 35年教龄的资深幼
教和一名 90后年轻幼教， 外加一名高级保
育员。小宝宝们可以和中、大班孩子一起户
外活动，有了小哥哥小姐姐做榜样，弟弟妹

妹成长得更快。

这样的“托幼一体化”，是本市缓解托育
服务供需矛盾的路径之一。

去年，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深入开
展大调研，多部门联合制定上海市 3岁以下
幼儿托育服务“1+2”文件（即《关于促进和加
强本市 3 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指导
意见》《上海市 3 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管理
暂行办法》《上海市 3 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
设置标准（试行）》），并推出《上海市 3 岁以
下幼儿托育机构从业人员与幼儿园师资队
伍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在
全国范围内率先实施。

在浦东、徐汇、静安、黄浦和闵行 5个区
先行试点、积累经验的基础上，目前全市各
区全面受理相关托育机构申办。 截至今年 8

月底，全市新设 143家合法登记备案的 3岁
以下幼儿托育服务机构。

本市还鼓励有条件的区新建配套幼儿
园时落实托班建设要求；通过改建、扩建幼
儿园，增加托班资源供给；鼓励民办幼儿园
开设托班；支持公益性托儿所扩大服务对象
覆盖面，缓解入托供需矛盾。

与此同时，上海鼓励企业、园区、事业单
位参与兴办福利性托育机构，让更多幼儿能
享有普惠性的托育服务。目前，全市由企业
单位举办的非营利性托育机构有浦东新区
大飞机金科托育园、徐汇区大飞机云锦托育
园 2家。

与增量同步，管理更精细化
数据显示， 新学年在全市 11个区新开

办的 34所幼儿园中，22所开设了托班。市政
府实事项目新增 54个托育点， 计划新增 80

个托班，其中 11个园所和机构的 27个托班

已开班。

目前，全市提供经过规范程序申办的各
种托育服务的机构大约有 500多家，其中包
括公、民办幼儿园托班、托儿所、早教中心、

社会托育机构以及实事工程项目等。

市教委托幼工作处负责人颜慧芬说：

“托育的需求非常多元， 一方面要推进市场
多方参与；另一方面，幼儿园也要不断挖潜，

在满足 3—6岁适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需求
的基础上，更好地解决确有困难家庭的托育
问题。”

托育做增量的同时，精细化管理也在层
层深入。

本周一， 嘉定区托育服务指导中心主任
朱玉英刚去南翔抽检两家社会托育机构的办
学情况。“我们有 12个专管员，负责所在街镇
托育机构的日常监管， 线上视频监管网络也
已启动，”朱玉英说。如今，全区 12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承担对相关托育机构跟踪式的
健康管理服务，传染病防治、日常保健都是重
要指导内容，为孩子再添一道健康屏障。

让她特别高兴的是，托育机构自我提升
主动性不断提升。今年 5 月，中心制作的两
本指导手册下发后，抽检中成绩优良的机构
不断增加。

位于市区的慧思顿高瞻幼儿园活动室
设施中，即使是一个孩子的攀爬架，也有不
少细节考量。“中班大班孩子，围栏设计更注
重孩子隐私，让他们在上面可以有些‘小秘
密’；托班孩子的攀爬架，既能满足大肢体动
作需求，高度也能和老师平视交流，”园长于
敏惠说。在区教育局的支持下，美国高瞻学
前教育总部、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的学前教育专家们，不断为这所公办幼儿园
提供建议和指导。

解决托育问题，全社会都需努力
记者采访中，不经意听到三个“遗憾”。

一位教育领域的研究者惋惜： 三年前，她
所在的大学里，已开始考虑在校区里划出一块
地，招人办托育点，解决“妈妈员工”的后顾之
忧。谁知，随着人事变动，后来不了了之。

一位社会托育机构负责人最近很为难。原
来区托育管理机构的要求是： 对 0—3岁孩子
以养为主，可家长们不依，强烈要求增开外语
启蒙课。就这样，他成了“三夹板”。

一位白领妈妈正懊恼。当初报托班，盲目
追求“高大上”，选了离家几十公里的机构，两
岁半的娃娃，每天开车接送要两小时。邻里间
交流，好像教的水平跟家门口的托班差不多。

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学
系系主任张明红教授所言，“解决托育问题，不
仅仅是教育一家的事儿。”在她看来，社会保障
体系、育儿理念传播、托育人才培养等，都是需
要深入研究、整体考量的重要影响因子。

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学前教育研究室主
任、 研究员黄娟娟说，0—3岁是幼儿依恋形成
的关键期，大多数还是以家庭养育为主。她建
议，可以延长母亲带薪休假的时间，让妈妈能
有更多时间自己照护婴幼儿。

也有专家指出，完善“家庭为主、多方参
与”的托育服务体系，让更多幼儿享受“幼有所
育”，除了托育科学布点之外，面向全社会的教
育理念传递不可或缺。 需要让更多家庭知道，

这个年龄段， 是孩子功能性发展的窗口期、亲
子关系的基础期，家庭照护更为重要。

据悉，本市每年为适龄幼儿家庭提供至少
6次免费科学育儿指导服务， 倡导线上和线下
相结合的科学育儿。家长可以免费登录“育儿
周周看”APP，获得各类免费育儿指导。

解放调查
﹃人
体
写
生
﹄为
何
还
能
被
热
议

本
报
首
席
评
论
员

朱
珉
迕

历来被视作美术专业基本功
的人体写生，历来被当作美院学生
必修课的人体写生课， 偶一上网，

竟然还能引发热议， 上了热搜。这
事发生在 2019年，很是让人诧异。

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庞茂琨显
然不会想到，自己在课上的写生示
范，却能在网上收获“这是中国，能
不能学点好的”这样的“教诲”，以
及“艺术就是耍流氓”之类的斥责。

近日， 他不得不向媒体回应说，使
用人体模特“是国家允许的、科学
的、合法的，也是全球范围内美术
院校普遍的方式”。

这些话本不必说，因为本来都
是常识，而且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前就在国内建立起来的常识。一百
年前刘海粟顶着“艺术叛徒，教育
界之蟊贼”的骂名，坚决把人体模
特引入中国，开美术教育接轨世界
之先河， 有过一段记入史册的风
波。但那毕竟是中国刚刚告别封建
王朝不久的时代，民智启开尚需时
日，冲破桎梏也有过程。新中国成
立后，类似问题也曾引起过大大小
小的波澜，事态一度到了相关部门
发文 “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

的地步。风波关头，毛泽东主席特
别作了一段著名的批示：“……此
事应当改变。男女老少裸体 model，

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
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
的……”

如今在网上痛骂的网友们，不
知是否听说过这段话，又如何理解
这段话。无论如何，今天的时代和
环境， 与百年前完全不可同日而
语， 比 60多年前也有了长足的发
展。“思想解放”讲了多年，一个再
正常不过的专业规范和行业惯例，

一个普通的美学问题，至于还酿出
某种“舆情”吗？如庞院长所言，网
友的抨击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不过，更“不可思议”，甚至让
人“不寒而栗”的，还不是美学问
题。美与不美，人各有所好，观念不
一很正常；因为国情和文化传统等
缘故，对一些“舶来”的艺术形式接
受程度不一，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常范围内的文艺批
评，只要基于理性，更是应当鼓励的。但这一次，不少
义愤填膺的网友，却似乎并不为了“批评”而来，而分
明带着一股“杀气”。“美盲”“耍流氓”之类的评论，以
及一些难听得多的话语， 分明已不再是讨论问题，而
是宣泄偏见。那些看似温和的“谆谆教诲”，譬如“这是
中国，能不能学点好的”，其实更为危险———评论者试
图用一种看似正确，实则被歪解的“民族话语”，来取
代本该限定于专业范畴内的讨论逻辑，并扣上一顶大
帽子，直接取消理性讨论的前提，甚至扭曲常识。

说到网上的批评者，庞院长还有一句气话：“这些
人才是美盲”。“美盲”可以进行美学普及，舆论场上更
值得担忧的，其实是“讨论盲”。任何批评和讨论，都应
基于理性，应怀有对于讨论对象最基本的尊重，以及
特别重要的———对常识与规范的尊重。让专业的归专
业，让审美的归审美，本是健康讨论的基础。那些令人
惊诧的骂声，表面上是在施展语言暴力，实质是在滥
用一种傲慢的权力———即便这样的权力微不足道，甚
至虚无缥缈。

这是一种有些可怕的思维方式，它不只会让专业
人士蒙受不白之冤， 或是令大多数旁观者瞠目结舌，

更会扭曲那些原本朴素而崇高的价值。比如“这是中
国”，潜台词是中国不兴外面那一套，不管什么“国际
惯例”———可这哪里是“中国”？又哪里是在“爱国”？又
有人将此上升到“文化自信”的高度，恐怕他们也忘
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分明有过“不忘本来、吸收外来、

面向未来”的深刻提炼。更值得警醒的是，一旦这类思
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大行其道，很可能影响正常的社会
秩序和是非判断———有人在留言中就反映，有艺术院
校“因为一些家长和学生的极力反对”，已经“取消了
模特写生这一项”。此事确凿与否尚待调查，但在与此
无关的公共事件中，类似的“因噎废食”甚至“混淆是
非”，却是真真实实在上演。

当然，很多事在舆论场上来得快去得快。此番关
于“人体写生”的“舆情”，大约过几天便平复了。还值
得庆幸的是，在存在大量攻击言论的同时，网上也不
乏清醒之音，有自发的驳斥，也有认真的说理。在大部
分人看来，挑起此事的言论，更像一个笑话———但愿，

但愿它们真的只是一个笑话。

上海购物节明天开幕
将发布首批夜生活集聚区地标

本报讯 （记者 吴卫群）2019上海购物
节，将于 9月 20日至 10月 20日举行。本届
购物节聚焦夜间消费潮、新品首发/新店开业
季、商圈商街行、购物专线游、行业联盟秀和
消费新体验等六大板块。

9月 20日晚上， 将举办 2019上海购物
节开幕式。主会场设在南京路步行街，届时
将发布首批上海地标性夜生活集聚区。

“时代风采”里有城市创新和活力
上海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画笔展现时代变迁美好愿景

■本报记者

钟菡

“美术馆
是优秀美术作
品的最终归
属， 也是美术
史的物质承

载，尽己所能把作品做好，是我们艺术家的
责任。”在昨天中华艺术宫举行的“时代风
采———上海现实题材美术作品展览” 开幕
式上，艺术家张培成的一番话，也道出了参
与“工程”创作的几十位艺术家的心声。

“时代风采———上海现实题材美术创
作工程”（以下简称“工程”）汇聚上海美术
现实题材创作的新成果，也让每一个参与
的艺术家都感到受益匪浅。

展品以现实题材为主线
“时代风采———上海现实题材美术作

品展览”共展出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
作品以及相关的构思草图、 创作稿等 170

余件作品。展览记录国家和城市建设的伟
大成就，讴歌勤劳善良、努力奋斗的人民。

展览以现实题材为主线，分“城市使
命篇”“城市精神篇”“城市生活篇”三个部
分， 主题分别为 “勇立潮头”“传承创新”

“温暖民生”，集中反映上海自改革开放以
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领域所发
生的巨大变化，突出体现上海所担负的历
史使命、新时代的城市精神和实现小康目
标的美好愿景。展出作品中 85件为“时代
风采———上海现实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
签约作品， 以及约 80件体现创作过程的
稿件，另有 5 件“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
工程”作品等。

“时代风采”里有城市的创新和城市活
力的体现， 也有艺术的创新和艺术活力的
承载。

走进展览序厅，萧海春的青绿山水巨
制《春江入海》气象震撼，引来不少观者的
赞叹。 作品表现的是整个长江流域经济
带，上海为“龙头”，重庆是尾声，一群群建
筑如同朵朵桃花点缀山川之间，依稀可辨
出浦东陆家嘴、南京长江大桥、滕王阁、庐
山、黄鹤楼、张家界……为了创作，萧海春
去实地考察过多次，但画面中的山水并非
实景，而是用浪漫的构图，将几千公里祖
国山川浓缩提炼， 在脑海中布局成篇，恍
如一幅当代的《千里江山图》。

深入生活讲述城市故事
对于不少青年画家来说， 所参与的

“工程”题材都是第一次碰到。“工程”采取
以老带新的方式，由老艺术家辅导年轻艺
术家，对作品专门点评和修改。在一次次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上海年轻艺术家

逐渐成长，在现实题材创作实力上走向全国
“第一梯队”。

受邀创作《春阳里，走进春天里》时，青年
艺术家罗陵君既紧张又激动。 尽管此前也画
了不少建筑， 但老艺术家王劼音告诉他，“画
建筑不仅要画外形， 更重要是走进建筑里写
生考察，深入了解老房子的前世今生。”

创作过程中， 罗陵君去了十几次春阳
里，目睹了其从“七十二家房客”转变为整齐
划一、光线明亮的新居的过程，“希望我的作
品不只提供观感的审美，更唤起对城市历史
文化和人文生活的关注，唤起城市发展中如
何保护城市文脉的自觉。”

展览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解放日报社主办。这一展
览同时是中华艺术宫“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周年美术作品系列展”之一，将延续
到 2020年 3月 20日结束。

观众在观赏油画《时代楷模》。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国庆7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