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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讲述上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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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人文活力城区的十个日常瞬间
■ 本报记者 唐烨

贯通开放后的黄浦滨江成为居民休闲娱乐新空间。 赵安迪 摄

黄浦滨江

三色“健身道”与滨江岸线绿带沿江蔓延，主题
各异的七个公园点缀其间。晨练的人渐渐多起来，慢
走的、跑步的、骑行的、健身的，在这里都能各得其所。

贯通后的黄浦滨江，为市民健身提供了最为优渥的
公共资源。最好的资源要惠及民生，黄浦沿滨江打造出
一个个市民健身的新“网红地标”。

国际乒联博物馆、中国乒乓球博物馆、世博黄浦体育
园……都是老百姓可以随时走进学一学、动一动的运动场
馆；沿江而建的慢步道、跑步道、骑行道，沿途景色旖旎、公
共设施齐全，被网友评为 2019年“魔都最美健身步道”，已
成为上海国际马拉松的必经之地以及中国高校百英里接
力赛总决赛、上海庆八一长跑等重大赛事活动的举办地。

社区文化中心

在改编后的京剧旋律伴奏下，十几位社区居民
正跟着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专业老师，一
起跳“戏曲韵律操”。居民说：“头一次体验运动与戏
曲的结合，太有意思了。”

都说黄浦的居民最“念旧”，一些动迁的居民搬离了
黄浦，但还是会经常回来。家门口的文化享受，就是他们
难以割舍的情怀之一。

外滩街道里本土老居民多，戏曲、曲艺项目在这里
落地生根；南京东路街道离老城厢不远，不少居民的“绝
活”是非遗手艺“露香园顾绣”；打浦桥街道白领多，话剧
社、声乐社最集聚人气。黄浦 10个街道的社区文化发展
出“一街一品”的特色，培养出了一支支高水准文化艺术
团队，成为播撒在社区最接地气的艺术种子。

读者书店

第一位客人走进来了，他走到一座座整齐的书架
前，选了几本与上海有关的书，坐在书桌前细细品读。

他的身旁是“外滩书房”老上海怀旧阅读区，取名“外
滩书房”正是对上海这座城市文化与历史的致敬。

黄浦是上海书店最集中的城区之一， 有 130多家书
店，既有“国字号”的老书店上海书城、外文书店、古籍书
店、新华书店等，又有新崛起的个性化书店，如九江路上
的读者书店，融文化、交流、艺术、展演于一体；思南公馆
内的思南书局，空间不大，却有很多个性化的阅读空间；

重庆南路上的大隐精舍，为读者提供沉浸式阅读的体验。

寸土寸金之地为何能吸引如此多样的优质书店？全
靠黄浦提供的优质服务与营造的文化氛围。而书店散布
的区域，最终受益的还是老百姓。

金钟广场

一场别开生面的白领运动会正在楼内各个公
共空间如火如荼举行。羽毛球、乒乓球、健美操……

比赛项目不多，人气却旺。淮海路沿线商务楼宇内
的不少白领放弃午休，赶来观战。不管参赛的运动

员是否认识，都会卖力喊上几声“加油”。

挖掘一切可用空间，在社区、楼宇、公园、沿江、屋顶见缝
插针，黄浦区打造居民身边便利可达的体育场地设施。

471个市民健身苑点、9个社区市民健身房、8个楼宇
健身房、13个市民球场、21条市民健身步道（绿道）散布在
黄浦，大型体育场馆（地）免费或公益低价开放……今年，

黄浦区属 40所公办中小学体育场地将向社区开放， 更多
经营性健身场所也将对市民公益开放，居民身边的“15分
钟体育生活圈”正渐渐清晰。

思南公馆

梧桐树下的一幢老洋房前，从四面赶来的市民正
有序排队等候进入。四年前，“思南读书会”在这里挂
牌，一抹书香让全城爱书人每周准时集聚。以书为媒，

思想火花迸发，人文情怀荡漾。

有魅力的人文之城， 不是由一个个冷冰冰的盒子组
成，而是由一个个交往空间串联。有“老底子”的黄浦不缺
好的空间，但如何打造成为富有魔力的交往空间？黄浦以
文化为空间寻梦。

承载着思南读书会、思南书局、思南赏艺会的思南公馆，

被市民称为“人文心脏”；“草坪为席，苍天为穹”的草坪音乐
会，是平时较少走进剧院的市民接触高雅音乐的殿堂；背靠
着江水的黄浦滨江， 经常上演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演
出；还有被精心保护的建筑可以阅读，被精细管理的街区适

宜漫步……在黄浦，人们因文化而雅集，享受高品质生活。

新天地

在商场的回廊上行走， 身边人突然翩翩起舞；在
喷水池边休憩，只见墙壁上一笔笔“画”出名画；在街
区漫步，被一群踩着高跷的舞者拦住去路。市民到新
天地这个商业地标，不再单纯为了购物、消费，文化享
受也是一种不可少的“大餐”。

四年前， 新天地在不打乱原有商业功能的基础上叠加了
文化功能，推出了“表演艺术新天地”，整个街区变身一座“露天
剧院”，在咖啡馆、酒吧、餐厅、广场、博物馆，上百场中外优秀剧
目向市民开放。类似的表演形式在黄浦这个商业大区“遍地开
花”，如思南城市空间艺术节、“艺蕴黄浦”等。

黄浦的一批展览、演出、工作坊等艺术项目与商圈、商
街、商场联手，打造了商业空间叠加艺术空间的复合型文
创中心，市民有了更多文化舞台的新载体。

大世界

华丽转身的大世界，俯首皆非遗。康乐球、叠骨
牌、抽陀螺、踢毽子……都是上海老弄堂的游戏，在爷

爷奶奶的带领下，小朋友们玩得正欢。称得上“非遗之
首”的作品是哪些？“80后”“90后”小青年津津有味地
欣赏非遗特展。

除了大世界，黄浦还有很多传统文化会客厅，古味浓厚
又现代感十足。黄浦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文化会客厅，将它们
打造成老少咸宜的娱乐舞台。市民不但可以在其中欣赏到原
汁原味的传统剧目，又能以可亲近可感受的体验方式沉浸其
中。

设计玄妙的豫园古戏台，视觉效果华丽精美，观戏台、

赏戏曲两相宜；三山会馆隐于市井，古戏台可追溯到百年
前，造型古朴典雅，新打造的折子戏专场面向普通市民开
放，老戏台新剧目让三山会馆熠熠生辉。

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

不大的舞台上，施坦威钢琴、架子鼓、低音大贝斯
尽显专业范，一只话筒立在舞台中央，便是爵士歌手
的天地。纽约林肯爵士乐中心派驻的专业乐队奏响当
晚第一曲，台下的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在黄浦汇聚交融，浸润
城区、滋润心田。如外滩源、外滩中央、老码头等建筑形态、

街区风貌、人文底蕴等均吸收了中西方文化的精髓，黄浦
鼓励这些老洋房通过城市更新方式进行持续的文化叠加
与生成，为公共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打造了一个个深入市
民心中的文化地标。

中国大戏院

上海原创话剧《红白玫瑰》刚刚散场，观众三三两
两走出戏院，意犹未尽。有观众边走边讨论着刚才的
剧情；有观众说“好剧值得再刷”，要过几天再看一遍；

还有观众相约着要再去周边逛逛。

中国大戏院所在区域正是“演艺大世界”。这是以人民
广场地区为核心的演艺集聚区，区域内正常运营的剧场和
展演空间 39个。 活力中心所在的人民广场周边 1.5平方
公里区域内，正常运营的剧场及展演空间 21个，密度高达
14个/平方公里，是全国规模最大、密度最高的剧场群，是
国内剧场演出资源最集中、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如今，在
“演艺大世界”内，名家、名剧、名团纷至沓来，首映、首展、

首秀频繁上演，有温度的服务将剧场“串珠成链”……因为
“演艺大世界”的存在，观演正成为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大光明电影院

踏着午夜的钟声， 一批观众从夜色中匆匆走来。

对很多“上班族”来说，夜晚是难得的轻松时刻，终于
有时间可以“刷”一遍《蜘蛛侠———英雄远征》了。

上海是一座不夜城，大力发展“夜间经济”的黄浦首推
“24小时影院”，大光明电影院与国泰电影院率先试水。

国际电影、经典戏曲电影、红色电影，还有国内外同步
上映的进口大片，在这里都有了零点场次，为晚归的上班
族夜间休闲娱乐提供一种新选择。看好电影，还可以去国
泰电影院不打烊的咖啡馆看书浅谈，或者走出大光明电影
院转角邂逅黄河路上浓油酱赤的本邦味道。

在黄浦，一天的精彩还有无限可能。

黄浦，一座充满人文气质
与活力气息的城区。生活与工
作于此的人，可以这样度过一
天———

早上 7 点在黄浦滨江慢
跑， 上午 10 点在读者书店浸
润书香，下午 2 点手捧咖啡出
现在草坪音乐会上，下午 4 点
陪爸妈去大世界哈哈镜前乐
一乐，晚上 8 点带孩子到上海
大剧院看一场话剧，夜里 0 点
与爱人在大光明“刷”一部新
电影……

市民生活与工作中的日
常点滴，正是观察这座城区民
生发展的绝佳视角。在这些点
滴的背后， 是黄浦党员干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情怀
与担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始终是他们的奋斗目标。

记者选取了黄浦人 10 个日常
瞬间，看看这座城区带给人的
美好与幸福。

“十三五”以来，黄浦区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坚
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扎实履行民生保障、

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职责，城区面貌和环境品质不
断改善，城区便利宜居程度不断提高，黄浦市民共建
共享发展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对品质
生活的感受度更加丰富。从一组组“十三五”数据中，

可以看出黄浦民生之变。

旧区改造跑出“加速度”，“十三五”

以来，累计完成旧改征收超 2.6万户，提
前完成“十三五”旧改征收目标。

城区管理精细“有韧性”，以美丽景
区、美丽街区、美丽家园“三美联动”为

抓手，大力推进“美丽黄浦”建设；全力打造“一带一路
一环”精细化管理示范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完成南
京东路合杆整治试点；“平安社区”创建率 100%，公众
安全感满意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绿色发展跃上“新台阶”，外滩—滨
江地区成为上海市首批低碳发展示范

区；2018年， 空气质量指数 AQI优良率为 84.9%；“十
三五”以来新增各类绿化面积 20.21万平方米。

就业质量进一步提高，帮助经认定
的就业困难人员等三类人员百分百实

现就业，帮助引领成功创业 2395 人；深入开展国家
级技能人才专项激励计划试点， 积极推动建立促进
技能人才增收的多重保障机制， 劳动就业公共服务
更加完善。

养老服务进一步优化，在全市率先实
现长者照护之家和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街道全覆盖；建成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 36家，社区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 10家，标准化老年活动室 123个。

住房保障进一步完善，大力实施旧
住房综合修缮、卫生设施改造、综合改

水“三大工程”；2016年至 2018年，完成老旧住房综合
修缮面积 118.78万平方米。

帮困救助体系进一步健全，“十三
五”以来，实施低保救助 79 万人次，金

额 6.54亿元，医疗救助 17.06万人次，金额 8318.72万
元；在全市率先试点巨灾保险制度。

优质教育覆盖面不断扩大， 教育集
团化、学区化实现新突破，建成 5个小学

教育协作块、4个学区和 3个教育集团、4个学前教育集
团以及 1个职业教育集团；截至 2018年底，全区共有教
育机构数为 140个，非高等院校各级各类学校学生数为
61794人，专任教师数为 6125人。

医疗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成立第九
人民医院黄浦分院，东南医院成功转型

成为瑞金康复医院，上海九院—黄浦区域医疗中心项
目正式启动，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和“九院—黄浦”医
疗联合体建设持续推进；截至 2018年底，全区医疗机
构总数 44个、床位总数近 1.4万张。

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黄浦文化
云”正式投入使用，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实现

线上线下全覆盖；持续开展市民文化节、上海城市草坪音
乐会等文化活动，黄浦特色文化品牌效应持续增强；成功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区）；新建滨江步道等市民健身步
道 8条，社区市民健身房 3处、楼宇健身房 5处。

区领导说，下一步，黄浦区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着力抓好底线民生、基本民生、质量民生，推
动打造高品质生活的标杆，不断满足黄浦市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坚持将“守初心、担使命”转化为干事创
业的实际行动与惠民利民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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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滨江

三色“健身道”与滨江岸线绿带沿江蔓延，主题
各异的七个公园点缀其间。晨练的人渐渐多起来，慢
走的、跑步的、骑行的、健身的，在这里都能各得其所。

贯通后的黄浦滨江，为市民健身提供了最为优渥的
公共资源。最好的资源要惠及民生，黄浦沿滨江打造出
一个个市民健身的新“网红地标”。

国际乒联博物馆、中国乒乓球博物馆、世博黄浦体育
园……都是老百姓可以随时走进学一学、动一动的运动场
馆；沿江而建的慢步道、跑步道、骑行道，沿途景色旖旎、公
共设施齐全，被网友评为 2019年“魔都最美健身步道”，已
成为上海国际马拉松的必经之地以及中国高校百英里接
力赛总决赛、上海庆八一长跑等重大赛事活动的举办地。

社区文化中心

在改编后的京剧旋律伴奏下，十几位社区居民
正跟着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专业老师，一
起跳“戏曲韵律操”。居民说：“头一次体验运动与戏
曲的结合，太有意思了。”

都说黄浦的居民最“念旧”，一些动迁的居民搬离了
黄浦，但还是会经常回来。家门口的文化享受，就是他们
难以割舍的情怀之一。

外滩街道里本土老居民多，戏曲、曲艺项目在这里
落地生根；南京东路街道离老城厢不远，不少居民的“绝
活”是非遗手艺“露香园顾绣”；打浦桥街道白领多，话剧
社、声乐社最集聚人气。黄浦 10个街道的社区文化发展
出“一街一品”的特色，培养出了一支支高水准文化艺术
团队，成为播撒在社区最接地气的艺术种子。

读者书店

第一位客人走进来了，他走到一座座整齐的书架
前，选了几本与上海有关的书，坐在书桌前细细品读。

他的身旁是“外滩书房”老上海怀旧阅读区，取名“外
滩书房”正是对上海这座城市文化与历史的致敬。

黄浦是上海书店最集中的城区之一， 有 130多家书
店，既有“国字号”的老书店上海书城、外文书店、古籍书
店、新华书店等，又有新崛起的个性化书店，如九江路上
的读者书店，融文化、交流、艺术、展演于一体；思南公馆
内的思南书局，空间不大，却有很多个性化的阅读空间；

重庆南路上的大隐精舍，为读者提供沉浸式阅读的体验。

寸土寸金之地为何能吸引如此多样的优质书店？全
靠黄浦提供的优质服务与营造的文化氛围。而书店散布
的区域，最终受益的还是老百姓。

金钟广场

一场别开生面的白领运动会正在楼内各个公
共空间如火如荼举行。羽毛球、乒乓球、健美操……

比赛项目不多，人气却旺。淮海路沿线商务楼宇内
的不少白领放弃午休，赶来观战。不管参赛的运动

员是否认识，都会卖力喊上几声“加油”。

挖掘一切可用空间，在社区、楼宇、公园、沿江、屋顶见缝
插针，黄浦区打造居民身边便利可达的体育场地设施。

471个市民健身苑点、9个社区市民健身房、8个楼宇
健身房、13个市民球场、21条市民健身步道（绿道）散布在
黄浦，大型体育场馆（地）免费或公益低价开放……今年，

黄浦区属 40所公办中小学体育场地将向社区开放， 更多
经营性健身场所也将对市民公益开放，居民身边的“15分
钟体育生活圈”正渐渐清晰。

思南公馆

梧桐树下的一幢老洋房前，从四面赶来的市民正
有序排队等候进入。四年前，“思南读书会”在这里挂
牌，一抹书香让全城爱书人每周准时集聚。以书为媒，

思想火花迸发，人文情怀荡漾。

有魅力的人文之城， 不是由一个个冷冰冰的盒子组
成，而是由一个个交往空间串联。有“老底子”的黄浦不缺
好的空间，但如何打造成为富有魔力的交往空间？黄浦以
文化为空间寻梦。

承载着思南读书会、思南书局、思南赏艺会的思南公馆，

被市民称为“人文心脏”；“草坪为席，苍天为穹”的草坪音乐
会，是平时较少走进剧院的市民接触高雅音乐的殿堂；背靠
着江水的黄浦滨江， 经常上演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演
出；还有被精心保护的建筑可以阅读，被精细管理的街区适

宜漫步……在黄浦，人们因文化而雅集，享受高品质生活。

新天地

在商场的回廊上行走， 身边人突然翩翩起舞；在
喷水池边休憩，只见墙壁上一笔笔“画”出名画；在街
区漫步，被一群踩着高跷的舞者拦住去路。市民到新
天地这个商业地标，不再单纯为了购物、消费，文化享
受也是一种不可少的“大餐”。

四年前， 新天地在不打乱原有商业功能的基础上叠加了
文化功能，推出了“表演艺术新天地”，整个街区变身一座“露天
剧院”，在咖啡馆、酒吧、餐厅、广场、博物馆，上百场中外优秀剧
目向市民开放。类似的表演形式在黄浦这个商业大区“遍地开
花”，如思南城市空间艺术节、“艺蕴黄浦”等。

黄浦的一批展览、演出、工作坊等艺术项目与商圈、商
街、商场联手，打造了商业空间叠加艺术空间的复合型文
创中心，市民有了更多文化舞台的新载体。

大世界

华丽转身的大世界，俯首皆非遗。康乐球、叠骨
牌、抽陀螺、踢毽子……都是上海老弄堂的游戏，在爷

爷奶奶的带领下，小朋友们玩得正欢。称得上“非遗之
首”的作品是哪些？“80后”“90后”小青年津津有味地
欣赏非遗特展。

除了大世界，黄浦还有很多传统文化会客厅，古味浓厚
又现代感十足。黄浦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文化会客厅，将它们
打造成老少咸宜的娱乐舞台。市民不但可以在其中欣赏到原
汁原味的传统剧目，又能以可亲近可感受的体验方式沉浸其
中。

设计玄妙的豫园古戏台，视觉效果华丽精美，观戏台、

赏戏曲两相宜；三山会馆隐于市井，古戏台可追溯到百年
前，造型古朴典雅，新打造的折子戏专场面向普通市民开
放，老戏台新剧目让三山会馆熠熠生辉。

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

不大的舞台上，施坦威钢琴、架子鼓、低音大贝斯
尽显专业范，一只话筒立在舞台中央，便是爵士歌手
的天地。纽约林肯爵士乐中心派驻的专业乐队奏响当
晚第一曲，台下的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在黄浦汇聚交融，浸润
城区、滋润心田。如外滩源、外滩中央、老码头等建筑形态、

街区风貌、人文底蕴等均吸收了中西方文化的精髓，黄浦
鼓励这些老洋房通过城市更新方式进行持续的文化叠加
与生成，为公共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打造了一个个深入市
民心中的文化地标。

中国大戏院

上海原创话剧《红白玫瑰》刚刚散场，观众三三两
两走出戏院，意犹未尽。有观众边走边讨论着刚才的
剧情；有观众说“好剧值得再刷”，要过几天再看一遍；

还有观众相约着要再去周边逛逛。

中国大戏院所在区域正是“演艺大世界”。这是以人民
广场地区为核心的演艺集聚区，区域内正常运营的剧场和
展演空间 39个。 活力中心所在的人民广场周边 1.5平方
公里区域内，正常运营的剧场及展演空间 21个，密度高达
14个/平方公里，是全国规模最大、密度最高的剧场群，是
国内剧场演出资源最集中、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如今，在
“演艺大世界”内，名家、名剧、名团纷至沓来，首映、首展、

首秀频繁上演，有温度的服务将剧场“串珠成链”……因为
“演艺大世界”的存在，观演正成为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大光明电影院

踏着午夜的钟声， 一批观众从夜色中匆匆走来。

对很多“上班族”来说，夜晚是难得的轻松时刻，终于
有时间可以“刷”一遍《蜘蛛侠———英雄远征》了。

上海是一座不夜城，大力发展“夜间经济”的黄浦首推
“24小时影院”，大光明电影院与国泰电影院率先试水。

国际电影、经典戏曲电影、红色电影，还有国内外同步
上映的进口大片，在这里都有了零点场次，为晚归的上班
族夜间休闲娱乐提供一种新选择。看好电影，还可以去国
泰电影院不打烊的咖啡馆看书浅谈，或者走出大光明电影
院转角邂逅黄河路上浓油酱赤的本邦味道。

在黄浦，一天的精彩还有无限可能。

“十三五”以来，黄浦区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坚
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扎实履行民生保障、

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职责，城区面貌和环境品质不
断改善，城区便利宜居程度不断提高，黄浦市民共建
共享发展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对品质
生活的感受度更加丰富。从一组组“十三五”数据中，

可以看出黄浦民生之变。

旧区改造跑出“加速度”，“十三五”

以来，累计完成旧改征收超 2.6万户，提
前完成“十三五”旧改征收目标。

城区管理精细“有韧性”，以美丽景
区、美丽街区、美丽家园“三美联动”为

抓手，大力推进“美丽黄浦”建设；全力打造“一带一路
一环”精细化管理示范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完成南
京东路合杆整治试点；“平安社区”创建率 100%，公众
安全感满意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绿色发展跃上“新台阶”，外滩—滨
江地区成为上海市首批低碳发展示范

区；2018年， 空气质量指数 AQI优良率为 84.9%；“十
三五”以来新增各类绿化面积 20.21万平方米。

就业质量进一步提高，帮助经认定
的就业困难人员等三类人员百分百实

现就业，帮助引领成功创业 2395 人；深入开展国家
级技能人才专项激励计划试点， 积极推动建立促进
技能人才增收的多重保障机制， 劳动就业公共服务
更加完善。

养老服务进一步优化，在全市率先实
现长者照护之家和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街道全覆盖；建成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 36家，社区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 10家，标准化老年活动室 123个。

住房保障进一步完善，大力实施旧
住房综合修缮、卫生设施改造、综合改

水“三大工程”；2016年至 2018年，完成老旧住房综合
修缮面积 118.78万平方米。

帮困救助体系进一步健全，“十三
五”以来，实施低保救助 79 万人次，金

额 6.54亿元，医疗救助 17.06万人次，金额 8318.72万
元；在全市率先试点巨灾保险制度。

优质教育覆盖面不断扩大， 教育集
团化、学区化实现新突破，建成 5个小学

教育协作块、4个学区和 3个教育集团、4个学前教育集
团以及 1个职业教育集团；截至 2018年底，全区共有教
育机构数为 140个，非高等院校各级各类学校学生数为
61794人，专任教师数为 6125人。

医疗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成立第九
人民医院黄浦分院，东南医院成功转型

成为瑞金康复医院，上海九院—黄浦区域医疗中心项
目正式启动，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和“九院—黄浦”医
疗联合体建设持续推进；截至 2018年底，全区医疗机
构总数 44个、床位总数近 1.4万张。

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黄浦文化
云”正式投入使用，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实现

线上线下全覆盖；持续开展市民文化节、上海城市草坪音
乐会等文化活动，黄浦特色文化品牌效应持续增强；成功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区）；新建滨江步道等市民健身步
道 8条，社区市民健身房 3处、楼宇健身房 5处。

区领导说，下一步，黄浦区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着力抓好底线民生、基本民生、质量民生，推
动打造高品质生活的标杆，不断满足黄浦市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坚持将“守初心、担使命”转化为干事创
业的实际行动与惠民利民的具体措施。

2.6万

20.21万

2395人

黄浦滨江

三色“健身道”与滨江岸线绿带沿江蔓延，主题
各异的七个公园点缀其间。晨练的人渐渐多起来，慢
走的、跑步的、骑行的、健身的，在这里都能各得其所。

贯通后的黄浦滨江，为市民健身提供了最为优渥的
公共资源。最好的资源要惠及民生，黄浦沿滨江打造出
一个个市民健身的新“网红地标”。

国际乒联博物馆、中国乒乓球博物馆、世博黄浦体育
园……都是老百姓可以随时走进学一学、动一动的运动场
馆；沿江而建的慢步道、跑步道、骑行道，沿途景色旖旎、公
共设施齐全，被网友评为 2019年“魔都最美健身步道”，已
成为上海国际马拉松的必经之地以及中国高校百英里接
力赛总决赛、上海庆八一长跑等重大赛事活动的举办地。

社区文化中心

在改编后的京剧旋律伴奏下，十几位社区居民
正跟着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专业老师，一
起跳“戏曲韵律操”。居民说：“头一次体验运动与戏
曲的结合，太有意思了。”

都说黄浦的居民最“念旧”，一些动迁的居民搬离了
黄浦，但还是会经常回来。家门口的文化享受，就是他们
难以割舍的情怀之一。

外滩街道里本土老居民多，戏曲、曲艺项目在这里
落地生根；南京东路街道离老城厢不远，不少居民的“绝
活”是非遗手艺“露香园顾绣”；打浦桥街道白领多，话剧
社、声乐社最集聚人气。黄浦 10个街道的社区文化发展
出“一街一品”的特色，培养出了一支支高水准文化艺术
团队，成为播撒在社区最接地气的艺术种子。

读者书店

第一位客人走进来了，他走到一座座整齐的书架
前，选了几本与上海有关的书，坐在书桌前细细品读。

他的身旁是“外滩书房”老上海怀旧阅读区，取名“外
滩书房”正是对上海这座城市文化与历史的致敬。

黄浦是上海书店最集中的城区之一， 有 130多家书
店，既有“国字号”的老书店上海书城、外文书店、古籍书
店、新华书店等，又有新崛起的个性化书店，如九江路上
的读者书店，融文化、交流、艺术、展演于一体；思南公馆
内的思南书局，空间不大，却有很多个性化的阅读空间；

重庆南路上的大隐精舍，为读者提供沉浸式阅读的体验。

寸土寸金之地为何能吸引如此多样的优质书店？全
靠黄浦提供的优质服务与营造的文化氛围。而书店散布
的区域，最终受益的还是老百姓。

金钟广场

一场别开生面的白领运动会正在楼内各个公
共空间如火如荼举行。羽毛球、乒乓球、健美操……

比赛项目不多，人气却旺。淮海路沿线商务楼宇内
的不少白领放弃午休，赶来观战。不管参赛的运动

员是否认识，都会卖力喊上几声“加油”。

挖掘一切可用空间，在社区、楼宇、公园、沿江、屋顶见缝
插针，黄浦区打造居民身边便利可达的体育场地设施。

471个市民健身苑点、9个社区市民健身房、8个楼宇
健身房、13个市民球场、21条市民健身步道（绿道）散布在
黄浦，大型体育场馆（地）免费或公益低价开放……今年，

黄浦区属 40所公办中小学体育场地将向社区开放， 更多
经营性健身场所也将对市民公益开放，居民身边的“15分
钟体育生活圈”正渐渐清晰。

思南公馆

梧桐树下的一幢老洋房前，从四面赶来的市民正
有序排队等候进入。四年前，“思南读书会”在这里挂
牌，一抹书香让全城爱书人每周准时集聚。以书为媒，

思想火花迸发，人文情怀荡漾。

有魅力的人文之城， 不是由一个个冷冰冰的盒子组
成，而是由一个个交往空间串联。有“老底子”的黄浦不缺
好的空间，但如何打造成为富有魔力的交往空间？黄浦以
文化为空间寻梦。

承载着思南读书会、思南书局、思南赏艺会的思南公馆，

被市民称为“人文心脏”；“草坪为席，苍天为穹”的草坪音乐
会，是平时较少走进剧院的市民接触高雅音乐的殿堂；背靠
着江水的黄浦滨江， 经常上演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演
出；还有被精心保护的建筑可以阅读，被精细管理的街区适

宜漫步……在黄浦，人们因文化而雅集，享受高品质生活。

新天地

在商场的回廊上行走， 身边人突然翩翩起舞；在
喷水池边休憩，只见墙壁上一笔笔“画”出名画；在街
区漫步，被一群踩着高跷的舞者拦住去路。市民到新
天地这个商业地标，不再单纯为了购物、消费，文化享
受也是一种不可少的“大餐”。

四年前， 新天地在不打乱原有商业功能的基础上叠加了
文化功能，推出了“表演艺术新天地”，整个街区变身一座“露天
剧院”，在咖啡馆、酒吧、餐厅、广场、博物馆，上百场中外优秀剧
目向市民开放。类似的表演形式在黄浦这个商业大区“遍地开
花”，如思南城市空间艺术节、“艺蕴黄浦”等。

黄浦的一批展览、演出、工作坊等艺术项目与商圈、商
街、商场联手，打造了商业空间叠加艺术空间的复合型文
创中心，市民有了更多文化舞台的新载体。

大世界

华丽转身的大世界，俯首皆非遗。康乐球、叠骨
牌、抽陀螺、踢毽子……都是上海老弄堂的游戏，在爷

爷奶奶的带领下，小朋友们玩得正欢。称得上“非遗之
首”的作品是哪些？“80后”“90后”小青年津津有味地
欣赏非遗特展。

除了大世界，黄浦还有很多传统文化会客厅，古味浓厚
又现代感十足。黄浦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文化会客厅，将它们
打造成老少咸宜的娱乐舞台。市民不但可以在其中欣赏到原
汁原味的传统剧目，又能以可亲近可感受的体验方式沉浸其
中。

设计玄妙的豫园古戏台，视觉效果华丽精美，观戏台、

赏戏曲两相宜；三山会馆隐于市井，古戏台可追溯到百年
前，造型古朴典雅，新打造的折子戏专场面向普通市民开
放，老戏台新剧目让三山会馆熠熠生辉。

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

不大的舞台上，施坦威钢琴、架子鼓、低音大贝斯
尽显专业范，一只话筒立在舞台中央，便是爵士歌手
的天地。纽约林肯爵士乐中心派驻的专业乐队奏响当
晚第一曲，台下的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在黄浦汇聚交融，浸润
城区、滋润心田。如外滩源、外滩中央、老码头等建筑形态、

街区风貌、人文底蕴等均吸收了中西方文化的精髓，黄浦
鼓励这些老洋房通过城市更新方式进行持续的文化叠加
与生成，为公共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打造了一个个深入市
民心中的文化地标。

中国大戏院

上海原创话剧《红白玫瑰》刚刚散场，观众三三两
两走出戏院，意犹未尽。有观众边走边讨论着刚才的
剧情；有观众说“好剧值得再刷”，要过几天再看一遍；

还有观众相约着要再去周边逛逛。

中国大戏院所在区域正是“演艺大世界”。这是以人民
广场地区为核心的演艺集聚区，区域内正常运营的剧场和
展演空间 39个。 活力中心所在的人民广场周边 1.5平方
公里区域内，正常运营的剧场及展演空间 21个，密度高达
14个/平方公里，是全国规模最大、密度最高的剧场群，是
国内剧场演出资源最集中、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如今，在
“演艺大世界”内，名家、名剧、名团纷至沓来，首映、首展、

首秀频繁上演，有温度的服务将剧场“串珠成链”……因为
“演艺大世界”的存在，观演正成为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大光明电影院

踏着午夜的钟声， 一批观众从夜色中匆匆走来。

对很多“上班族”来说，夜晚是难得的轻松时刻，终于
有时间可以“刷”一遍《蜘蛛侠———英雄远征》了。

上海是一座不夜城，大力发展“夜间经济”的黄浦首推
“24小时影院”，大光明电影院与国泰电影院率先试水。

国际电影、经典戏曲电影、红色电影，还有国内外同步
上映的进口大片，在这里都有了零点场次，为晚归的上班
族夜间休闲娱乐提供一种新选择。看好电影，还可以去国
泰电影院不打烊的咖啡馆看书浅谈，或者走出大光明电影
院转角邂逅黄河路上浓油酱赤的本邦味道。

在黄浦，一天的精彩还有无限可能。

“十三五”以来，黄浦区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坚
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扎实履行民生保障、

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职责，城区面貌和环境品质不
断改善，城区便利宜居程度不断提高，黄浦市民共建
共享发展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对品质
生活的感受度更加丰富。从一组组“十三五”数据中，

可以看出黄浦民生之变。

旧区改造跑出“加速度”，“十三五”

以来，累计完成旧改征收超 2.6万户，提
前完成“十三五”旧改征收目标。

城区管理精细“有韧性”，以美丽景
区、美丽街区、美丽家园“三美联动”为

抓手，大力推进“美丽黄浦”建设；全力打造“一带一路
一环”精细化管理示范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完成南
京东路合杆整治试点；“平安社区”创建率 100%，公众
安全感满意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绿色发展跃上“新台阶”，外滩—滨
江地区成为上海市首批低碳发展示范

区；2018年， 空气质量指数 AQI优良率为 84.9%；“十
三五”以来新增各类绿化面积 20.21万平方米。

就业质量进一步提高，帮助经认定
的就业困难人员等三类人员百分百实

现就业，帮助引领成功创业 2395 人；深入开展国家
级技能人才专项激励计划试点， 积极推动建立促进
技能人才增收的多重保障机制， 劳动就业公共服务
更加完善。

养老服务进一步优化，在全市率先实
现长者照护之家和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街道全覆盖；建成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 36家，社区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 10家，标准化老年活动室 123个。

住房保障进一步完善，大力实施旧
住房综合修缮、卫生设施改造、综合改

水“三大工程”；2016年至 2018年，完成老旧住房综合
修缮面积 118.78万平方米。

帮困救助体系进一步健全，“十三
五”以来，实施低保救助 79 万人次，金

额 6.54亿元，医疗救助 17.06万人次，金额 8318.72万
元；在全市率先试点巨灾保险制度。

优质教育覆盖面不断扩大， 教育集
团化、学区化实现新突破，建成 5个小学

教育协作块、4个学区和 3个教育集团、4个学前教育集
团以及 1个职业教育集团；截至 2018年底，全区共有教
育机构数为 140个，非高等院校各级各类学校学生数为
61794人，专任教师数为 6125人。

医疗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成立第九
人民医院黄浦分院，东南医院成功转型

成为瑞金康复医院，上海九院—黄浦区域医疗中心项
目正式启动，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和“九院—黄浦”医
疗联合体建设持续推进；截至 2018年底，全区医疗机
构总数 44个、床位总数近 1.4万张。

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黄浦文化
云”正式投入使用，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实现

线上线下全覆盖；持续开展市民文化节、上海城市草坪音
乐会等文化活动，黄浦特色文化品牌效应持续增强；成功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区）；新建滨江步道等市民健身步
道 8条，社区市民健身房 3处、楼宇健身房 5处。

区领导说，下一步，黄浦区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着力抓好底线民生、基本民生、质量民生，推
动打造高品质生活的标杆，不断满足黄浦市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坚持将“守初心、担使命”转化为干事创
业的实际行动与惠民利民的具体措施。

2395人

36家

黄浦滨江

三色“健身道”与滨江岸线绿带沿江蔓延，主题
各异的七个公园点缀其间。晨练的人渐渐多起来，慢
走的、跑步的、骑行的、健身的，在这里都能各得其所。

贯通后的黄浦滨江，为市民健身提供了最为优渥的
公共资源。最好的资源要惠及民生，黄浦沿滨江打造出
一个个市民健身的新“网红地标”。

国际乒联博物馆、中国乒乓球博物馆、世博黄浦体育
园……都是老百姓可以随时走进学一学、动一动的运动场
馆；沿江而建的慢步道、跑步道、骑行道，沿途景色旖旎、公
共设施齐全，被网友评为 2019年“魔都最美健身步道”，已
成为上海国际马拉松的必经之地以及中国高校百英里接
力赛总决赛、上海庆八一长跑等重大赛事活动的举办地。

社区文化中心

在改编后的京剧旋律伴奏下，十几位社区居民
正跟着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专业老师，一
起跳“戏曲韵律操”。居民说：“头一次体验运动与戏
曲的结合，太有意思了。”

都说黄浦的居民最“念旧”，一些动迁的居民搬离了
黄浦，但还是会经常回来。家门口的文化享受，就是他们
难以割舍的情怀之一。

外滩街道里本土老居民多，戏曲、曲艺项目在这里
落地生根；南京东路街道离老城厢不远，不少居民的“绝
活”是非遗手艺“露香园顾绣”；打浦桥街道白领多，话剧
社、声乐社最集聚人气。黄浦 10个街道的社区文化发展
出“一街一品”的特色，培养出了一支支高水准文化艺术
团队，成为播撒在社区最接地气的艺术种子。

读者书店

第一位客人走进来了，他走到一座座整齐的书架
前，选了几本与上海有关的书，坐在书桌前细细品读。

他的身旁是“外滩书房”老上海怀旧阅读区，取名“外
滩书房”正是对上海这座城市文化与历史的致敬。

黄浦是上海书店最集中的城区之一， 有 130多家书
店，既有“国字号”的老书店上海书城、外文书店、古籍书
店、新华书店等，又有新崛起的个性化书店，如九江路上
的读者书店，融文化、交流、艺术、展演于一体；思南公馆
内的思南书局，空间不大，却有很多个性化的阅读空间；

重庆南路上的大隐精舍，为读者提供沉浸式阅读的体验。

寸土寸金之地为何能吸引如此多样的优质书店？全
靠黄浦提供的优质服务与营造的文化氛围。而书店散布
的区域，最终受益的还是老百姓。

金钟广场

一场别开生面的白领运动会正在楼内各个公
共空间如火如荼举行。羽毛球、乒乓球、健美操……

比赛项目不多，人气却旺。淮海路沿线商务楼宇内
的不少白领放弃午休，赶来观战。不管参赛的运动

员是否认识，都会卖力喊上几声“加油”。

挖掘一切可用空间，在社区、楼宇、公园、沿江、屋顶见缝
插针，黄浦区打造居民身边便利可达的体育场地设施。

471个市民健身苑点、9个社区市民健身房、8个楼宇
健身房、13个市民球场、21条市民健身步道（绿道）散布在
黄浦，大型体育场馆（地）免费或公益低价开放……今年，

黄浦区属 40所公办中小学体育场地将向社区开放， 更多
经营性健身场所也将对市民公益开放，居民身边的“15分
钟体育生活圈”正渐渐清晰。

思南公馆

梧桐树下的一幢老洋房前，从四面赶来的市民正
有序排队等候进入。四年前，“思南读书会”在这里挂
牌，一抹书香让全城爱书人每周准时集聚。以书为媒，

思想火花迸发，人文情怀荡漾。

有魅力的人文之城， 不是由一个个冷冰冰的盒子组
成，而是由一个个交往空间串联。有“老底子”的黄浦不缺
好的空间，但如何打造成为富有魔力的交往空间？黄浦以
文化为空间寻梦。

承载着思南读书会、思南书局、思南赏艺会的思南公馆，

被市民称为“人文心脏”；“草坪为席，苍天为穹”的草坪音乐
会，是平时较少走进剧院的市民接触高雅音乐的殿堂；背靠
着江水的黄浦滨江， 经常上演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演
出；还有被精心保护的建筑可以阅读，被精细管理的街区适

宜漫步……在黄浦，人们因文化而雅集，享受高品质生活。

新天地

在商场的回廊上行走， 身边人突然翩翩起舞；在
喷水池边休憩，只见墙壁上一笔笔“画”出名画；在街
区漫步，被一群踩着高跷的舞者拦住去路。市民到新
天地这个商业地标，不再单纯为了购物、消费，文化享
受也是一种不可少的“大餐”。

四年前， 新天地在不打乱原有商业功能的基础上叠加了
文化功能，推出了“表演艺术新天地”，整个街区变身一座“露天
剧院”，在咖啡馆、酒吧、餐厅、广场、博物馆，上百场中外优秀剧
目向市民开放。类似的表演形式在黄浦这个商业大区“遍地开
花”，如思南城市空间艺术节、“艺蕴黄浦”等。

黄浦的一批展览、演出、工作坊等艺术项目与商圈、商
街、商场联手，打造了商业空间叠加艺术空间的复合型文
创中心，市民有了更多文化舞台的新载体。

大世界

华丽转身的大世界，俯首皆非遗。康乐球、叠骨
牌、抽陀螺、踢毽子……都是上海老弄堂的游戏，在爷

爷奶奶的带领下，小朋友们玩得正欢。称得上“非遗之
首”的作品是哪些？“80后”“90后”小青年津津有味地
欣赏非遗特展。

除了大世界，黄浦还有很多传统文化会客厅，古味浓厚
又现代感十足。黄浦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文化会客厅，将它们
打造成老少咸宜的娱乐舞台。市民不但可以在其中欣赏到原
汁原味的传统剧目，又能以可亲近可感受的体验方式沉浸其
中。

设计玄妙的豫园古戏台，视觉效果华丽精美，观戏台、

赏戏曲两相宜；三山会馆隐于市井，古戏台可追溯到百年
前，造型古朴典雅，新打造的折子戏专场面向普通市民开
放，老戏台新剧目让三山会馆熠熠生辉。

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

不大的舞台上，施坦威钢琴、架子鼓、低音大贝斯
尽显专业范，一只话筒立在舞台中央，便是爵士歌手
的天地。纽约林肯爵士乐中心派驻的专业乐队奏响当
晚第一曲，台下的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在黄浦汇聚交融，浸润
城区、滋润心田。如外滩源、外滩中央、老码头等建筑形态、

街区风貌、人文底蕴等均吸收了中西方文化的精髓，黄浦
鼓励这些老洋房通过城市更新方式进行持续的文化叠加
与生成，为公共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打造了一个个深入市
民心中的文化地标。

中国大戏院

上海原创话剧《红白玫瑰》刚刚散场，观众三三两
两走出戏院，意犹未尽。有观众边走边讨论着刚才的
剧情；有观众说“好剧值得再刷”，要过几天再看一遍；

还有观众相约着要再去周边逛逛。

中国大戏院所在区域正是“演艺大世界”。这是以人民
广场地区为核心的演艺集聚区，区域内正常运营的剧场和
展演空间 39个。 活力中心所在的人民广场周边 1.5平方
公里区域内，正常运营的剧场及展演空间 21个，密度高达
14个/平方公里，是全国规模最大、密度最高的剧场群，是
国内剧场演出资源最集中、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如今，在
“演艺大世界”内，名家、名剧、名团纷至沓来，首映、首展、

首秀频繁上演，有温度的服务将剧场“串珠成链”……因为
“演艺大世界”的存在，观演正成为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大光明电影院

踏着午夜的钟声， 一批观众从夜色中匆匆走来。

对很多“上班族”来说，夜晚是难得的轻松时刻，终于
有时间可以“刷”一遍《蜘蛛侠———英雄远征》了。

上海是一座不夜城，大力发展“夜间经济”的黄浦首推
“24小时影院”，大光明电影院与国泰电影院率先试水。

国际电影、经典戏曲电影、红色电影，还有国内外同步
上映的进口大片，在这里都有了零点场次，为晚归的上班
族夜间休闲娱乐提供一种新选择。看好电影，还可以去国
泰电影院不打烊的咖啡馆看书浅谈，或者走出大光明电影
院转角邂逅黄河路上浓油酱赤的本邦味道。

在黄浦，一天的精彩还有无限可能。

“十三五”以来，黄浦区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坚
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扎实履行民生保障、

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职责，城区面貌和环境品质不
断改善，城区便利宜居程度不断提高，黄浦市民共建
共享发展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对品质
生活的感受度更加丰富。从一组组“十三五”数据中，

可以看出黄浦民生之变。

旧区改造跑出“加速度”，“十三五”

以来，累计完成旧改征收超 2.6万户，提
前完成“十三五”旧改征收目标。

城区管理精细“有韧性”，以美丽景
区、美丽街区、美丽家园“三美联动”为

抓手，大力推进“美丽黄浦”建设；全力打造“一带一路
一环”精细化管理示范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完成南
京东路合杆整治试点；“平安社区”创建率 100%，公众
安全感满意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绿色发展跃上“新台阶”，外滩—滨
江地区成为上海市首批低碳发展示范

区；2018年， 空气质量指数 AQI优良率为 84.9%；“十
三五”以来新增各类绿化面积 20.21万平方米。

就业质量进一步提高，帮助经认定
的就业困难人员等三类人员百分百实

现就业，帮助引领成功创业 2395 人；深入开展国家
级技能人才专项激励计划试点， 积极推动建立促进
技能人才增收的多重保障机制， 劳动就业公共服务
更加完善。

养老服务进一步优化，在全市率先实
现长者照护之家和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街道全覆盖；建成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 36家，社区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 10家，标准化老年活动室 123个。

住房保障进一步完善，大力实施旧
住房综合修缮、卫生设施改造、综合改

水“三大工程”；2016年至 2018年，完成老旧住房综合
修缮面积 118.78万平方米。

帮困救助体系进一步健全，“十三
五”以来，实施低保救助 79 万人次，金

额 6.54亿元，医疗救助 17.06万人次，金额 8318.72万
元；在全市率先试点巨灾保险制度。

优质教育覆盖面不断扩大， 教育集
团化、学区化实现新突破，建成 5个小学

教育协作块、4个学区和 3个教育集团、4个学前教育集
团以及 1个职业教育集团；截至 2018年底，全区共有教
育机构数为 140个，非高等院校各级各类学校学生数为
61794人，专任教师数为 6125人。

医疗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成立第九
人民医院黄浦分院，东南医院成功转型

成为瑞金康复医院，上海九院—黄浦区域医疗中心项
目正式启动，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和“九院—黄浦”医
疗联合体建设持续推进；截至 2018年底，全区医疗机
构总数 44个、床位总数近 1.4万张。

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黄浦文化
云”正式投入使用，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实现

线上线下全覆盖；持续开展市民文化节、上海城市草坪音
乐会等文化活动，黄浦特色文化品牌效应持续增强；成功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区）；新建滨江步道等市民健身步
道 8条，社区市民健身房 3处、楼宇健身房 5处。

区领导说，下一步，黄浦区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着力抓好底线民生、基本民生、质量民生，推
动打造高品质生活的标杆，不断满足黄浦市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坚持将“守初心、担使命”转化为干事创
业的实际行动与惠民利民的具体措施。

36家

118.78万

黄浦滨江

三色“健身道”与滨江岸线绿带沿江蔓延，主题
各异的七个公园点缀其间。晨练的人渐渐多起来，慢
走的、跑步的、骑行的、健身的，在这里都能各得其所。

贯通后的黄浦滨江，为市民健身提供了最为优渥的
公共资源。最好的资源要惠及民生，黄浦沿滨江打造出
一个个市民健身的新“网红地标”。

国际乒联博物馆、中国乒乓球博物馆、世博黄浦体育
园……都是老百姓可以随时走进学一学、动一动的运动场
馆；沿江而建的慢步道、跑步道、骑行道，沿途景色旖旎、公
共设施齐全，被网友评为 2019年“魔都最美健身步道”，已
成为上海国际马拉松的必经之地以及中国高校百英里接
力赛总决赛、上海庆八一长跑等重大赛事活动的举办地。

社区文化中心

在改编后的京剧旋律伴奏下，十几位社区居民
正跟着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专业老师，一
起跳“戏曲韵律操”。居民说：“头一次体验运动与戏
曲的结合，太有意思了。”

都说黄浦的居民最“念旧”，一些动迁的居民搬离了
黄浦，但还是会经常回来。家门口的文化享受，就是他们
难以割舍的情怀之一。

外滩街道里本土老居民多，戏曲、曲艺项目在这里
落地生根；南京东路街道离老城厢不远，不少居民的“绝
活”是非遗手艺“露香园顾绣”；打浦桥街道白领多，话剧
社、声乐社最集聚人气。黄浦 10个街道的社区文化发展
出“一街一品”的特色，培养出了一支支高水准文化艺术
团队，成为播撒在社区最接地气的艺术种子。

读者书店

第一位客人走进来了，他走到一座座整齐的书架
前，选了几本与上海有关的书，坐在书桌前细细品读。

他的身旁是“外滩书房”老上海怀旧阅读区，取名“外
滩书房”正是对上海这座城市文化与历史的致敬。

黄浦是上海书店最集中的城区之一， 有 130多家书
店，既有“国字号”的老书店上海书城、外文书店、古籍书
店、新华书店等，又有新崛起的个性化书店，如九江路上
的读者书店，融文化、交流、艺术、展演于一体；思南公馆
内的思南书局，空间不大，却有很多个性化的阅读空间；

重庆南路上的大隐精舍，为读者提供沉浸式阅读的体验。

寸土寸金之地为何能吸引如此多样的优质书店？全
靠黄浦提供的优质服务与营造的文化氛围。而书店散布
的区域，最终受益的还是老百姓。

金钟广场

一场别开生面的白领运动会正在楼内各个公
共空间如火如荼举行。羽毛球、乒乓球、健美操……

比赛项目不多，人气却旺。淮海路沿线商务楼宇内
的不少白领放弃午休，赶来观战。不管参赛的运动

员是否认识，都会卖力喊上几声“加油”。

挖掘一切可用空间，在社区、楼宇、公园、沿江、屋顶见缝
插针，黄浦区打造居民身边便利可达的体育场地设施。

471个市民健身苑点、9个社区市民健身房、8个楼宇
健身房、13个市民球场、21条市民健身步道（绿道）散布在
黄浦，大型体育场馆（地）免费或公益低价开放……今年，

黄浦区属 40所公办中小学体育场地将向社区开放， 更多
经营性健身场所也将对市民公益开放，居民身边的“15分
钟体育生活圈”正渐渐清晰。

思南公馆

梧桐树下的一幢老洋房前，从四面赶来的市民正
有序排队等候进入。四年前，“思南读书会”在这里挂
牌，一抹书香让全城爱书人每周准时集聚。以书为媒，

思想火花迸发，人文情怀荡漾。

有魅力的人文之城， 不是由一个个冷冰冰的盒子组
成，而是由一个个交往空间串联。有“老底子”的黄浦不缺
好的空间，但如何打造成为富有魔力的交往空间？黄浦以
文化为空间寻梦。

承载着思南读书会、思南书局、思南赏艺会的思南公馆，

被市民称为“人文心脏”；“草坪为席，苍天为穹”的草坪音乐
会，是平时较少走进剧院的市民接触高雅音乐的殿堂；背靠
着江水的黄浦滨江， 经常上演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演
出；还有被精心保护的建筑可以阅读，被精细管理的街区适

宜漫步……在黄浦，人们因文化而雅集，享受高品质生活。

新天地

在商场的回廊上行走， 身边人突然翩翩起舞；在
喷水池边休憩，只见墙壁上一笔笔“画”出名画；在街
区漫步，被一群踩着高跷的舞者拦住去路。市民到新
天地这个商业地标，不再单纯为了购物、消费，文化享
受也是一种不可少的“大餐”。

四年前， 新天地在不打乱原有商业功能的基础上叠加了
文化功能，推出了“表演艺术新天地”，整个街区变身一座“露天
剧院”，在咖啡馆、酒吧、餐厅、广场、博物馆，上百场中外优秀剧
目向市民开放。类似的表演形式在黄浦这个商业大区“遍地开
花”，如思南城市空间艺术节、“艺蕴黄浦”等。

黄浦的一批展览、演出、工作坊等艺术项目与商圈、商
街、商场联手，打造了商业空间叠加艺术空间的复合型文
创中心，市民有了更多文化舞台的新载体。

大世界

华丽转身的大世界，俯首皆非遗。康乐球、叠骨
牌、抽陀螺、踢毽子……都是上海老弄堂的游戏，在爷

爷奶奶的带领下，小朋友们玩得正欢。称得上“非遗之
首”的作品是哪些？“80后”“90后”小青年津津有味地
欣赏非遗特展。

除了大世界，黄浦还有很多传统文化会客厅，古味浓厚
又现代感十足。黄浦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文化会客厅，将它们
打造成老少咸宜的娱乐舞台。市民不但可以在其中欣赏到原
汁原味的传统剧目，又能以可亲近可感受的体验方式沉浸其
中。

设计玄妙的豫园古戏台，视觉效果华丽精美，观戏台、

赏戏曲两相宜；三山会馆隐于市井，古戏台可追溯到百年
前，造型古朴典雅，新打造的折子戏专场面向普通市民开
放，老戏台新剧目让三山会馆熠熠生辉。

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

不大的舞台上，施坦威钢琴、架子鼓、低音大贝斯
尽显专业范，一只话筒立在舞台中央，便是爵士歌手
的天地。纽约林肯爵士乐中心派驻的专业乐队奏响当
晚第一曲，台下的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在黄浦汇聚交融，浸润
城区、滋润心田。如外滩源、外滩中央、老码头等建筑形态、

街区风貌、人文底蕴等均吸收了中西方文化的精髓，黄浦
鼓励这些老洋房通过城市更新方式进行持续的文化叠加
与生成，为公共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打造了一个个深入市
民心中的文化地标。

中国大戏院

上海原创话剧《红白玫瑰》刚刚散场，观众三三两
两走出戏院，意犹未尽。有观众边走边讨论着刚才的
剧情；有观众说“好剧值得再刷”，要过几天再看一遍；

还有观众相约着要再去周边逛逛。

中国大戏院所在区域正是“演艺大世界”。这是以人民
广场地区为核心的演艺集聚区，区域内正常运营的剧场和
展演空间 39个。 活力中心所在的人民广场周边 1.5平方
公里区域内，正常运营的剧场及展演空间 21个，密度高达
14个/平方公里，是全国规模最大、密度最高的剧场群，是
国内剧场演出资源最集中、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如今，在
“演艺大世界”内，名家、名剧、名团纷至沓来，首映、首展、

首秀频繁上演，有温度的服务将剧场“串珠成链”……因为
“演艺大世界”的存在，观演正成为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大光明电影院

踏着午夜的钟声， 一批观众从夜色中匆匆走来。

对很多“上班族”来说，夜晚是难得的轻松时刻，终于
有时间可以“刷”一遍《蜘蛛侠———英雄远征》了。

上海是一座不夜城，大力发展“夜间经济”的黄浦首推
“24小时影院”，大光明电影院与国泰电影院率先试水。

国际电影、经典戏曲电影、红色电影，还有国内外同步
上映的进口大片，在这里都有了零点场次，为晚归的上班
族夜间休闲娱乐提供一种新选择。看好电影，还可以去国
泰电影院不打烊的咖啡馆看书浅谈，或者走出大光明电影
院转角邂逅黄河路上浓油酱赤的本邦味道。

在黄浦，一天的精彩还有无限可能。

“十三五”以来，黄浦区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坚
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扎实履行民生保障、

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职责，城区面貌和环境品质不
断改善，城区便利宜居程度不断提高，黄浦市民共建
共享发展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对品质
生活的感受度更加丰富。从一组组“十三五”数据中，

可以看出黄浦民生之变。

旧区改造跑出“加速度”，“十三五”

以来，累计完成旧改征收超 2.6万户，提
前完成“十三五”旧改征收目标。

城区管理精细“有韧性”，以美丽景
区、美丽街区、美丽家园“三美联动”为

抓手，大力推进“美丽黄浦”建设；全力打造“一带一路
一环”精细化管理示范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完成南
京东路合杆整治试点；“平安社区”创建率 100%，公众
安全感满意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绿色发展跃上“新台阶”，外滩—滨
江地区成为上海市首批低碳发展示范

区；2018年， 空气质量指数 AQI优良率为 84.9%；“十
三五”以来新增各类绿化面积 20.21万平方米。

就业质量进一步提高，帮助经认定
的就业困难人员等三类人员百分百实

现就业，帮助引领成功创业 2395 人；深入开展国家
级技能人才专项激励计划试点， 积极推动建立促进
技能人才增收的多重保障机制， 劳动就业公共服务
更加完善。

养老服务进一步优化，在全市率先实
现长者照护之家和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街道全覆盖；建成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 36家，社区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 10家，标准化老年活动室 123个。

住房保障进一步完善，大力实施旧
住房综合修缮、卫生设施改造、综合改

水“三大工程”；2016年至 2018年，完成老旧住房综合
修缮面积 118.78万平方米。

帮困救助体系进一步健全，“十三
五”以来，实施低保救助 79 万人次，金

额 6.54亿元，医疗救助 17.06万人次，金额 8318.72万
元；在全市率先试点巨灾保险制度。

优质教育覆盖面不断扩大， 教育集
团化、学区化实现新突破，建成 5个小学

教育协作块、4个学区和 3个教育集团、4个学前教育集
团以及 1个职业教育集团；截至 2018年底，全区共有教
育机构数为 140个，非高等院校各级各类学校学生数为
61794人，专任教师数为 6125人。

医疗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成立第九
人民医院黄浦分院，东南医院成功转型

成为瑞金康复医院，上海九院—黄浦区域医疗中心项
目正式启动，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和“九院—黄浦”医
疗联合体建设持续推进；截至 2018年底，全区医疗机
构总数 44个、床位总数近 1.4万张。

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黄浦文化
云”正式投入使用，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实现

线上线下全覆盖；持续开展市民文化节、上海城市草坪音
乐会等文化活动，黄浦特色文化品牌效应持续增强；成功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区）；新建滨江步道等市民健身步
道 8条，社区市民健身房 3处、楼宇健身房 5处。

区领导说，下一步，黄浦区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着力抓好底线民生、基本民生、质量民生，推
动打造高品质生活的标杆，不断满足黄浦市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坚持将“守初心、担使命”转化为干事创
业的实际行动与惠民利民的具体措施。

118.78万

79万

黄浦滨江

三色“健身道”与滨江岸线绿带沿江蔓延，主题
各异的七个公园点缀其间。晨练的人渐渐多起来，慢
走的、跑步的、骑行的、健身的，在这里都能各得其所。

贯通后的黄浦滨江，为市民健身提供了最为优渥的
公共资源。最好的资源要惠及民生，黄浦沿滨江打造出
一个个市民健身的新“网红地标”。

国际乒联博物馆、中国乒乓球博物馆、世博黄浦体育
园……都是老百姓可以随时走进学一学、动一动的运动场
馆；沿江而建的慢步道、跑步道、骑行道，沿途景色旖旎、公
共设施齐全，被网友评为 2019年“魔都最美健身步道”，已
成为上海国际马拉松的必经之地以及中国高校百英里接
力赛总决赛、上海庆八一长跑等重大赛事活动的举办地。

社区文化中心

在改编后的京剧旋律伴奏下，十几位社区居民
正跟着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专业老师，一
起跳“戏曲韵律操”。居民说：“头一次体验运动与戏
曲的结合，太有意思了。”

都说黄浦的居民最“念旧”，一些动迁的居民搬离了
黄浦，但还是会经常回来。家门口的文化享受，就是他们
难以割舍的情怀之一。

外滩街道里本土老居民多，戏曲、曲艺项目在这里
落地生根；南京东路街道离老城厢不远，不少居民的“绝
活”是非遗手艺“露香园顾绣”；打浦桥街道白领多，话剧
社、声乐社最集聚人气。黄浦 10个街道的社区文化发展
出“一街一品”的特色，培养出了一支支高水准文化艺术
团队，成为播撒在社区最接地气的艺术种子。

读者书店

第一位客人走进来了，他走到一座座整齐的书架
前，选了几本与上海有关的书，坐在书桌前细细品读。

他的身旁是“外滩书房”老上海怀旧阅读区，取名“外
滩书房”正是对上海这座城市文化与历史的致敬。

黄浦是上海书店最集中的城区之一， 有 130多家书
店，既有“国字号”的老书店上海书城、外文书店、古籍书
店、新华书店等，又有新崛起的个性化书店，如九江路上
的读者书店，融文化、交流、艺术、展演于一体；思南公馆
内的思南书局，空间不大，却有很多个性化的阅读空间；

重庆南路上的大隐精舍，为读者提供沉浸式阅读的体验。

寸土寸金之地为何能吸引如此多样的优质书店？全
靠黄浦提供的优质服务与营造的文化氛围。而书店散布
的区域，最终受益的还是老百姓。

金钟广场

一场别开生面的白领运动会正在楼内各个公
共空间如火如荼举行。羽毛球、乒乓球、健美操……

比赛项目不多，人气却旺。淮海路沿线商务楼宇内
的不少白领放弃午休，赶来观战。不管参赛的运动

员是否认识，都会卖力喊上几声“加油”。

挖掘一切可用空间，在社区、楼宇、公园、沿江、屋顶见缝
插针，黄浦区打造居民身边便利可达的体育场地设施。

471个市民健身苑点、9个社区市民健身房、8个楼宇
健身房、13个市民球场、21条市民健身步道（绿道）散布在
黄浦，大型体育场馆（地）免费或公益低价开放……今年，

黄浦区属 40所公办中小学体育场地将向社区开放， 更多
经营性健身场所也将对市民公益开放，居民身边的“15分
钟体育生活圈”正渐渐清晰。

思南公馆

梧桐树下的一幢老洋房前，从四面赶来的市民正
有序排队等候进入。四年前，“思南读书会”在这里挂
牌，一抹书香让全城爱书人每周准时集聚。以书为媒，

思想火花迸发，人文情怀荡漾。

有魅力的人文之城， 不是由一个个冷冰冰的盒子组
成，而是由一个个交往空间串联。有“老底子”的黄浦不缺
好的空间，但如何打造成为富有魔力的交往空间？黄浦以
文化为空间寻梦。

承载着思南读书会、思南书局、思南赏艺会的思南公馆，

被市民称为“人文心脏”；“草坪为席，苍天为穹”的草坪音乐
会，是平时较少走进剧院的市民接触高雅音乐的殿堂；背靠
着江水的黄浦滨江， 经常上演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演
出；还有被精心保护的建筑可以阅读，被精细管理的街区适

宜漫步……在黄浦，人们因文化而雅集，享受高品质生活。

新天地

在商场的回廊上行走， 身边人突然翩翩起舞；在
喷水池边休憩，只见墙壁上一笔笔“画”出名画；在街
区漫步，被一群踩着高跷的舞者拦住去路。市民到新
天地这个商业地标，不再单纯为了购物、消费，文化享
受也是一种不可少的“大餐”。

四年前， 新天地在不打乱原有商业功能的基础上叠加了
文化功能，推出了“表演艺术新天地”，整个街区变身一座“露天
剧院”，在咖啡馆、酒吧、餐厅、广场、博物馆，上百场中外优秀剧
目向市民开放。类似的表演形式在黄浦这个商业大区“遍地开
花”，如思南城市空间艺术节、“艺蕴黄浦”等。

黄浦的一批展览、演出、工作坊等艺术项目与商圈、商
街、商场联手，打造了商业空间叠加艺术空间的复合型文
创中心，市民有了更多文化舞台的新载体。

大世界

华丽转身的大世界，俯首皆非遗。康乐球、叠骨
牌、抽陀螺、踢毽子……都是上海老弄堂的游戏，在爷

爷奶奶的带领下，小朋友们玩得正欢。称得上“非遗之
首”的作品是哪些？“80后”“90后”小青年津津有味地
欣赏非遗特展。

除了大世界，黄浦还有很多传统文化会客厅，古味浓厚
又现代感十足。黄浦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文化会客厅，将它们
打造成老少咸宜的娱乐舞台。市民不但可以在其中欣赏到原
汁原味的传统剧目，又能以可亲近可感受的体验方式沉浸其
中。

设计玄妙的豫园古戏台，视觉效果华丽精美，观戏台、

赏戏曲两相宜；三山会馆隐于市井，古戏台可追溯到百年
前，造型古朴典雅，新打造的折子戏专场面向普通市民开
放，老戏台新剧目让三山会馆熠熠生辉。

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

不大的舞台上，施坦威钢琴、架子鼓、低音大贝斯
尽显专业范，一只话筒立在舞台中央，便是爵士歌手
的天地。纽约林肯爵士乐中心派驻的专业乐队奏响当
晚第一曲，台下的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在黄浦汇聚交融，浸润
城区、滋润心田。如外滩源、外滩中央、老码头等建筑形态、

街区风貌、人文底蕴等均吸收了中西方文化的精髓，黄浦
鼓励这些老洋房通过城市更新方式进行持续的文化叠加
与生成，为公共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打造了一个个深入市
民心中的文化地标。

中国大戏院

上海原创话剧《红白玫瑰》刚刚散场，观众三三两
两走出戏院，意犹未尽。有观众边走边讨论着刚才的
剧情；有观众说“好剧值得再刷”，要过几天再看一遍；

还有观众相约着要再去周边逛逛。

中国大戏院所在区域正是“演艺大世界”。这是以人民
广场地区为核心的演艺集聚区，区域内正常运营的剧场和
展演空间 39个。 活力中心所在的人民广场周边 1.5平方
公里区域内，正常运营的剧场及展演空间 21个，密度高达
14个/平方公里，是全国规模最大、密度最高的剧场群，是
国内剧场演出资源最集中、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如今，在
“演艺大世界”内，名家、名剧、名团纷至沓来，首映、首展、

首秀频繁上演，有温度的服务将剧场“串珠成链”……因为
“演艺大世界”的存在，观演正成为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大光明电影院

踏着午夜的钟声， 一批观众从夜色中匆匆走来。

对很多“上班族”来说，夜晚是难得的轻松时刻，终于
有时间可以“刷”一遍《蜘蛛侠———英雄远征》了。

上海是一座不夜城，大力发展“夜间经济”的黄浦首推
“24小时影院”，大光明电影院与国泰电影院率先试水。

国际电影、经典戏曲电影、红色电影，还有国内外同步
上映的进口大片，在这里都有了零点场次，为晚归的上班
族夜间休闲娱乐提供一种新选择。看好电影，还可以去国
泰电影院不打烊的咖啡馆看书浅谈，或者走出大光明电影
院转角邂逅黄河路上浓油酱赤的本邦味道。

在黄浦，一天的精彩还有无限可能。

“十三五”以来，黄浦区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坚
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扎实履行民生保障、

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职责，城区面貌和环境品质不
断改善，城区便利宜居程度不断提高，黄浦市民共建
共享发展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对品质
生活的感受度更加丰富。从一组组“十三五”数据中，

可以看出黄浦民生之变。

旧区改造跑出“加速度”，“十三五”

以来，累计完成旧改征收超 2.6万户，提
前完成“十三五”旧改征收目标。

城区管理精细“有韧性”，以美丽景
区、美丽街区、美丽家园“三美联动”为

抓手，大力推进“美丽黄浦”建设；全力打造“一带一路
一环”精细化管理示范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完成南
京东路合杆整治试点；“平安社区”创建率 100%，公众
安全感满意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绿色发展跃上“新台阶”，外滩—滨
江地区成为上海市首批低碳发展示范

区；2018年， 空气质量指数 AQI优良率为 84.9%；“十
三五”以来新增各类绿化面积 20.21万平方米。

就业质量进一步提高，帮助经认定
的就业困难人员等三类人员百分百实

现就业，帮助引领成功创业 2395 人；深入开展国家
级技能人才专项激励计划试点， 积极推动建立促进
技能人才增收的多重保障机制， 劳动就业公共服务
更加完善。

养老服务进一步优化，在全市率先实
现长者照护之家和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街道全覆盖；建成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 36家，社区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 10家，标准化老年活动室 123个。

住房保障进一步完善，大力实施旧
住房综合修缮、卫生设施改造、综合改

水“三大工程”；2016年至 2018年，完成老旧住房综合
修缮面积 118.78万平方米。

帮困救助体系进一步健全，“十三
五”以来，实施低保救助 79 万人次，金

额 6.54亿元，医疗救助 17.06万人次，金额 8318.72万
元；在全市率先试点巨灾保险制度。

优质教育覆盖面不断扩大， 教育集
团化、学区化实现新突破，建成 5个小学

教育协作块、4个学区和 3个教育集团、4个学前教育集
团以及 1个职业教育集团；截至 2018年底，全区共有教
育机构数为 140个，非高等院校各级各类学校学生数为
61794人，专任教师数为 6125人。

医疗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成立第九
人民医院黄浦分院，东南医院成功转型

成为瑞金康复医院，上海九院—黄浦区域医疗中心项
目正式启动，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和“九院—黄浦”医
疗联合体建设持续推进；截至 2018年底，全区医疗机
构总数 44个、床位总数近 1.4万张。

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黄浦文化
云”正式投入使用，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实现

线上线下全覆盖；持续开展市民文化节、上海城市草坪音
乐会等文化活动，黄浦特色文化品牌效应持续增强；成功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区）；新建滨江步道等市民健身步
道 8条，社区市民健身房 3处、楼宇健身房 5处。

区领导说，下一步，黄浦区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着力抓好底线民生、基本民生、质量民生，推
动打造高品质生活的标杆，不断满足黄浦市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坚持将“守初心、担使命”转化为干事创
业的实际行动与惠民利民的具体措施。

79万

140个

黄浦滨江

三色“健身道”与滨江岸线绿带沿江蔓延，主题
各异的七个公园点缀其间。晨练的人渐渐多起来，慢
走的、跑步的、骑行的、健身的，在这里都能各得其所。

贯通后的黄浦滨江，为市民健身提供了最为优渥的
公共资源。最好的资源要惠及民生，黄浦沿滨江打造出
一个个市民健身的新“网红地标”。

国际乒联博物馆、中国乒乓球博物馆、世博黄浦体育
园……都是老百姓可以随时走进学一学、动一动的运动场
馆；沿江而建的慢步道、跑步道、骑行道，沿途景色旖旎、公
共设施齐全，被网友评为 2019年“魔都最美健身步道”，已
成为上海国际马拉松的必经之地以及中国高校百英里接
力赛总决赛、上海庆八一长跑等重大赛事活动的举办地。

社区文化中心

在改编后的京剧旋律伴奏下，十几位社区居民
正跟着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专业老师，一
起跳“戏曲韵律操”。居民说：“头一次体验运动与戏
曲的结合，太有意思了。”

都说黄浦的居民最“念旧”，一些动迁的居民搬离了
黄浦，但还是会经常回来。家门口的文化享受，就是他们
难以割舍的情怀之一。

外滩街道里本土老居民多，戏曲、曲艺项目在这里
落地生根；南京东路街道离老城厢不远，不少居民的“绝
活”是非遗手艺“露香园顾绣”；打浦桥街道白领多，话剧
社、声乐社最集聚人气。黄浦 10个街道的社区文化发展
出“一街一品”的特色，培养出了一支支高水准文化艺术
团队，成为播撒在社区最接地气的艺术种子。

读者书店

第一位客人走进来了，他走到一座座整齐的书架
前，选了几本与上海有关的书，坐在书桌前细细品读。

他的身旁是“外滩书房”老上海怀旧阅读区，取名“外
滩书房”正是对上海这座城市文化与历史的致敬。

黄浦是上海书店最集中的城区之一， 有 130多家书
店，既有“国字号”的老书店上海书城、外文书店、古籍书
店、新华书店等，又有新崛起的个性化书店，如九江路上
的读者书店，融文化、交流、艺术、展演于一体；思南公馆
内的思南书局，空间不大，却有很多个性化的阅读空间；

重庆南路上的大隐精舍，为读者提供沉浸式阅读的体验。

寸土寸金之地为何能吸引如此多样的优质书店？全
靠黄浦提供的优质服务与营造的文化氛围。而书店散布
的区域，最终受益的还是老百姓。

金钟广场

一场别开生面的白领运动会正在楼内各个公
共空间如火如荼举行。羽毛球、乒乓球、健美操……

比赛项目不多，人气却旺。淮海路沿线商务楼宇内
的不少白领放弃午休，赶来观战。不管参赛的运动

员是否认识，都会卖力喊上几声“加油”。

挖掘一切可用空间，在社区、楼宇、公园、沿江、屋顶见缝
插针，黄浦区打造居民身边便利可达的体育场地设施。

471个市民健身苑点、9个社区市民健身房、8个楼宇
健身房、13个市民球场、21条市民健身步道（绿道）散布在
黄浦，大型体育场馆（地）免费或公益低价开放……今年，

黄浦区属 40所公办中小学体育场地将向社区开放， 更多
经营性健身场所也将对市民公益开放，居民身边的“15分
钟体育生活圈”正渐渐清晰。

思南公馆

梧桐树下的一幢老洋房前，从四面赶来的市民正
有序排队等候进入。四年前，“思南读书会”在这里挂
牌，一抹书香让全城爱书人每周准时集聚。以书为媒，

思想火花迸发，人文情怀荡漾。

有魅力的人文之城， 不是由一个个冷冰冰的盒子组
成，而是由一个个交往空间串联。有“老底子”的黄浦不缺
好的空间，但如何打造成为富有魔力的交往空间？黄浦以
文化为空间寻梦。

承载着思南读书会、思南书局、思南赏艺会的思南公馆，

被市民称为“人文心脏”；“草坪为席，苍天为穹”的草坪音乐
会，是平时较少走进剧院的市民接触高雅音乐的殿堂；背靠
着江水的黄浦滨江， 经常上演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演
出；还有被精心保护的建筑可以阅读，被精细管理的街区适

宜漫步……在黄浦，人们因文化而雅集，享受高品质生活。

新天地

在商场的回廊上行走， 身边人突然翩翩起舞；在
喷水池边休憩，只见墙壁上一笔笔“画”出名画；在街
区漫步，被一群踩着高跷的舞者拦住去路。市民到新
天地这个商业地标，不再单纯为了购物、消费，文化享
受也是一种不可少的“大餐”。

四年前， 新天地在不打乱原有商业功能的基础上叠加了
文化功能，推出了“表演艺术新天地”，整个街区变身一座“露天
剧院”，在咖啡馆、酒吧、餐厅、广场、博物馆，上百场中外优秀剧
目向市民开放。类似的表演形式在黄浦这个商业大区“遍地开
花”，如思南城市空间艺术节、“艺蕴黄浦”等。

黄浦的一批展览、演出、工作坊等艺术项目与商圈、商
街、商场联手，打造了商业空间叠加艺术空间的复合型文
创中心，市民有了更多文化舞台的新载体。

大世界

华丽转身的大世界，俯首皆非遗。康乐球、叠骨
牌、抽陀螺、踢毽子……都是上海老弄堂的游戏，在爷

爷奶奶的带领下，小朋友们玩得正欢。称得上“非遗之
首”的作品是哪些？“80后”“90后”小青年津津有味地
欣赏非遗特展。

除了大世界，黄浦还有很多传统文化会客厅，古味浓厚
又现代感十足。黄浦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文化会客厅，将它们
打造成老少咸宜的娱乐舞台。市民不但可以在其中欣赏到原
汁原味的传统剧目，又能以可亲近可感受的体验方式沉浸其
中。

设计玄妙的豫园古戏台，视觉效果华丽精美，观戏台、

赏戏曲两相宜；三山会馆隐于市井，古戏台可追溯到百年
前，造型古朴典雅，新打造的折子戏专场面向普通市民开
放，老戏台新剧目让三山会馆熠熠生辉。

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

不大的舞台上，施坦威钢琴、架子鼓、低音大贝斯
尽显专业范，一只话筒立在舞台中央，便是爵士歌手
的天地。纽约林肯爵士乐中心派驻的专业乐队奏响当
晚第一曲，台下的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在黄浦汇聚交融，浸润
城区、滋润心田。如外滩源、外滩中央、老码头等建筑形态、

街区风貌、人文底蕴等均吸收了中西方文化的精髓，黄浦
鼓励这些老洋房通过城市更新方式进行持续的文化叠加
与生成，为公共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打造了一个个深入市
民心中的文化地标。

中国大戏院

上海原创话剧《红白玫瑰》刚刚散场，观众三三两
两走出戏院，意犹未尽。有观众边走边讨论着刚才的
剧情；有观众说“好剧值得再刷”，要过几天再看一遍；

还有观众相约着要再去周边逛逛。

中国大戏院所在区域正是“演艺大世界”。这是以人民
广场地区为核心的演艺集聚区，区域内正常运营的剧场和
展演空间 39个。 活力中心所在的人民广场周边 1.5平方
公里区域内，正常运营的剧场及展演空间 21个，密度高达
14个/平方公里，是全国规模最大、密度最高的剧场群，是
国内剧场演出资源最集中、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如今，在
“演艺大世界”内，名家、名剧、名团纷至沓来，首映、首展、

首秀频繁上演，有温度的服务将剧场“串珠成链”……因为
“演艺大世界”的存在，观演正成为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大光明电影院

踏着午夜的钟声， 一批观众从夜色中匆匆走来。

对很多“上班族”来说，夜晚是难得的轻松时刻，终于
有时间可以“刷”一遍《蜘蛛侠———英雄远征》了。

上海是一座不夜城，大力发展“夜间经济”的黄浦首推
“24小时影院”，大光明电影院与国泰电影院率先试水。

国际电影、经典戏曲电影、红色电影，还有国内外同步
上映的进口大片，在这里都有了零点场次，为晚归的上班
族夜间休闲娱乐提供一种新选择。看好电影，还可以去国
泰电影院不打烊的咖啡馆看书浅谈，或者走出大光明电影
院转角邂逅黄河路上浓油酱赤的本邦味道。

在黄浦，一天的精彩还有无限可能。

“十三五”以来，黄浦区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坚
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扎实履行民生保障、

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职责，城区面貌和环境品质不
断改善，城区便利宜居程度不断提高，黄浦市民共建
共享发展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对品质
生活的感受度更加丰富。从一组组“十三五”数据中，

可以看出黄浦民生之变。

旧区改造跑出“加速度”，“十三五”

以来，累计完成旧改征收超 2.6万户，提
前完成“十三五”旧改征收目标。

城区管理精细“有韧性”，以美丽景
区、美丽街区、美丽家园“三美联动”为

抓手，大力推进“美丽黄浦”建设；全力打造“一带一路
一环”精细化管理示范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完成南
京东路合杆整治试点；“平安社区”创建率 100%，公众
安全感满意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绿色发展跃上“新台阶”，外滩—滨
江地区成为上海市首批低碳发展示范

区；2018年， 空气质量指数 AQI优良率为 84.9%；“十
三五”以来新增各类绿化面积 20.21万平方米。

就业质量进一步提高，帮助经认定
的就业困难人员等三类人员百分百实

现就业，帮助引领成功创业 2395 人；深入开展国家
级技能人才专项激励计划试点， 积极推动建立促进
技能人才增收的多重保障机制， 劳动就业公共服务
更加完善。

养老服务进一步优化，在全市率先实
现长者照护之家和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街道全覆盖；建成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 36家，社区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 10家，标准化老年活动室 123个。

住房保障进一步完善，大力实施旧
住房综合修缮、卫生设施改造、综合改

水“三大工程”；2016年至 2018年，完成老旧住房综合
修缮面积 118.78万平方米。

帮困救助体系进一步健全，“十三
五”以来，实施低保救助 79 万人次，金

额 6.54亿元，医疗救助 17.06万人次，金额 8318.72万
元；在全市率先试点巨灾保险制度。

优质教育覆盖面不断扩大， 教育集
团化、学区化实现新突破，建成 5个小学

教育协作块、4个学区和 3个教育集团、4个学前教育集
团以及 1个职业教育集团；截至 2018年底，全区共有教
育机构数为 140个，非高等院校各级各类学校学生数为
61794人，专任教师数为 6125人。

医疗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成立第九
人民医院黄浦分院，东南医院成功转型

成为瑞金康复医院，上海九院—黄浦区域医疗中心项
目正式启动，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和“九院—黄浦”医
疗联合体建设持续推进；截至 2018年底，全区医疗机
构总数 44个、床位总数近 1.4万张。

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黄浦文化
云”正式投入使用，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实现

线上线下全覆盖；持续开展市民文化节、上海城市草坪音
乐会等文化活动，黄浦特色文化品牌效应持续增强；成功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区）；新建滨江步道等市民健身步
道 8条，社区市民健身房 3处、楼宇健身房 5处。

区领导说，下一步，黄浦区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着力抓好底线民生、基本民生、质量民生，推
动打造高品质生活的标杆，不断满足黄浦市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坚持将“守初心、担使命”转化为干事创
业的实际行动与惠民利民的具体措施。

140个

44个

黄浦滨江

三色“健身道”与滨江岸线绿带沿江蔓延，主题
各异的七个公园点缀其间。晨练的人渐渐多起来，慢
走的、跑步的、骑行的、健身的，在这里都能各得其所。

贯通后的黄浦滨江，为市民健身提供了最为优渥的
公共资源。最好的资源要惠及民生，黄浦沿滨江打造出
一个个市民健身的新“网红地标”。

国际乒联博物馆、中国乒乓球博物馆、世博黄浦体育
园……都是老百姓可以随时走进学一学、动一动的运动场
馆；沿江而建的慢步道、跑步道、骑行道，沿途景色旖旎、公
共设施齐全，被网友评为 2019年“魔都最美健身步道”，已
成为上海国际马拉松的必经之地以及中国高校百英里接
力赛总决赛、上海庆八一长跑等重大赛事活动的举办地。

社区文化中心

在改编后的京剧旋律伴奏下，十几位社区居民
正跟着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专业老师，一
起跳“戏曲韵律操”。居民说：“头一次体验运动与戏
曲的结合，太有意思了。”

都说黄浦的居民最“念旧”，一些动迁的居民搬离了
黄浦，但还是会经常回来。家门口的文化享受，就是他们
难以割舍的情怀之一。

外滩街道里本土老居民多，戏曲、曲艺项目在这里
落地生根；南京东路街道离老城厢不远，不少居民的“绝
活”是非遗手艺“露香园顾绣”；打浦桥街道白领多，话剧
社、声乐社最集聚人气。黄浦 10个街道的社区文化发展
出“一街一品”的特色，培养出了一支支高水准文化艺术
团队，成为播撒在社区最接地气的艺术种子。

读者书店

第一位客人走进来了，他走到一座座整齐的书架
前，选了几本与上海有关的书，坐在书桌前细细品读。

他的身旁是“外滩书房”老上海怀旧阅读区，取名“外
滩书房”正是对上海这座城市文化与历史的致敬。

黄浦是上海书店最集中的城区之一， 有 130多家书
店，既有“国字号”的老书店上海书城、外文书店、古籍书
店、新华书店等，又有新崛起的个性化书店，如九江路上
的读者书店，融文化、交流、艺术、展演于一体；思南公馆
内的思南书局，空间不大，却有很多个性化的阅读空间；

重庆南路上的大隐精舍，为读者提供沉浸式阅读的体验。

寸土寸金之地为何能吸引如此多样的优质书店？全
靠黄浦提供的优质服务与营造的文化氛围。而书店散布
的区域，最终受益的还是老百姓。

金钟广场

一场别开生面的白领运动会正在楼内各个公
共空间如火如荼举行。羽毛球、乒乓球、健美操……

比赛项目不多，人气却旺。淮海路沿线商务楼宇内
的不少白领放弃午休，赶来观战。不管参赛的运动

员是否认识，都会卖力喊上几声“加油”。

挖掘一切可用空间，在社区、楼宇、公园、沿江、屋顶见缝
插针，黄浦区打造居民身边便利可达的体育场地设施。

471个市民健身苑点、9个社区市民健身房、8个楼宇
健身房、13个市民球场、21条市民健身步道（绿道）散布在
黄浦，大型体育场馆（地）免费或公益低价开放……今年，

黄浦区属 40所公办中小学体育场地将向社区开放， 更多
经营性健身场所也将对市民公益开放，居民身边的“15分
钟体育生活圈”正渐渐清晰。

思南公馆

梧桐树下的一幢老洋房前，从四面赶来的市民正
有序排队等候进入。四年前，“思南读书会”在这里挂
牌，一抹书香让全城爱书人每周准时集聚。以书为媒，

思想火花迸发，人文情怀荡漾。

有魅力的人文之城， 不是由一个个冷冰冰的盒子组
成，而是由一个个交往空间串联。有“老底子”的黄浦不缺
好的空间，但如何打造成为富有魔力的交往空间？黄浦以
文化为空间寻梦。

承载着思南读书会、思南书局、思南赏艺会的思南公馆，

被市民称为“人文心脏”；“草坪为席，苍天为穹”的草坪音乐
会，是平时较少走进剧院的市民接触高雅音乐的殿堂；背靠
着江水的黄浦滨江， 经常上演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演
出；还有被精心保护的建筑可以阅读，被精细管理的街区适

宜漫步……在黄浦，人们因文化而雅集，享受高品质生活。

新天地

在商场的回廊上行走， 身边人突然翩翩起舞；在
喷水池边休憩，只见墙壁上一笔笔“画”出名画；在街
区漫步，被一群踩着高跷的舞者拦住去路。市民到新
天地这个商业地标，不再单纯为了购物、消费，文化享
受也是一种不可少的“大餐”。

四年前， 新天地在不打乱原有商业功能的基础上叠加了
文化功能，推出了“表演艺术新天地”，整个街区变身一座“露天
剧院”，在咖啡馆、酒吧、餐厅、广场、博物馆，上百场中外优秀剧
目向市民开放。类似的表演形式在黄浦这个商业大区“遍地开
花”，如思南城市空间艺术节、“艺蕴黄浦”等。

黄浦的一批展览、演出、工作坊等艺术项目与商圈、商
街、商场联手，打造了商业空间叠加艺术空间的复合型文
创中心，市民有了更多文化舞台的新载体。

大世界

华丽转身的大世界，俯首皆非遗。康乐球、叠骨
牌、抽陀螺、踢毽子……都是上海老弄堂的游戏，在爷

爷奶奶的带领下，小朋友们玩得正欢。称得上“非遗之
首”的作品是哪些？“80后”“90后”小青年津津有味地
欣赏非遗特展。

除了大世界，黄浦还有很多传统文化会客厅，古味浓厚
又现代感十足。黄浦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文化会客厅，将它们
打造成老少咸宜的娱乐舞台。市民不但可以在其中欣赏到原
汁原味的传统剧目，又能以可亲近可感受的体验方式沉浸其
中。

设计玄妙的豫园古戏台，视觉效果华丽精美，观戏台、

赏戏曲两相宜；三山会馆隐于市井，古戏台可追溯到百年
前，造型古朴典雅，新打造的折子戏专场面向普通市民开
放，老戏台新剧目让三山会馆熠熠生辉。

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

不大的舞台上，施坦威钢琴、架子鼓、低音大贝斯
尽显专业范，一只话筒立在舞台中央，便是爵士歌手
的天地。纽约林肯爵士乐中心派驻的专业乐队奏响当
晚第一曲，台下的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在黄浦汇聚交融，浸润
城区、滋润心田。如外滩源、外滩中央、老码头等建筑形态、

街区风貌、人文底蕴等均吸收了中西方文化的精髓，黄浦
鼓励这些老洋房通过城市更新方式进行持续的文化叠加
与生成，为公共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打造了一个个深入市
民心中的文化地标。

中国大戏院

上海原创话剧《红白玫瑰》刚刚散场，观众三三两
两走出戏院，意犹未尽。有观众边走边讨论着刚才的
剧情；有观众说“好剧值得再刷”，要过几天再看一遍；

还有观众相约着要再去周边逛逛。

中国大戏院所在区域正是“演艺大世界”。这是以人民
广场地区为核心的演艺集聚区，区域内正常运营的剧场和
展演空间 39个。 活力中心所在的人民广场周边 1.5平方
公里区域内，正常运营的剧场及展演空间 21个，密度高达
14个/平方公里，是全国规模最大、密度最高的剧场群，是
国内剧场演出资源最集中、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如今，在
“演艺大世界”内，名家、名剧、名团纷至沓来，首映、首展、

首秀频繁上演，有温度的服务将剧场“串珠成链”……因为
“演艺大世界”的存在，观演正成为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大光明电影院

踏着午夜的钟声， 一批观众从夜色中匆匆走来。

对很多“上班族”来说，夜晚是难得的轻松时刻，终于
有时间可以“刷”一遍《蜘蛛侠———英雄远征》了。

上海是一座不夜城，大力发展“夜间经济”的黄浦首推
“24小时影院”，大光明电影院与国泰电影院率先试水。

国际电影、经典戏曲电影、红色电影，还有国内外同步
上映的进口大片，在这里都有了零点场次，为晚归的上班
族夜间休闲娱乐提供一种新选择。看好电影，还可以去国
泰电影院不打烊的咖啡馆看书浅谈，或者走出大光明电影
院转角邂逅黄河路上浓油酱赤的本邦味道。

在黄浦，一天的精彩还有无限可能。

“十三五”以来，黄浦区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坚
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扎实履行民生保障、

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职责，城区面貌和环境品质不
断改善，城区便利宜居程度不断提高，黄浦市民共建
共享发展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对品质
生活的感受度更加丰富。从一组组“十三五”数据中，

可以看出黄浦民生之变。

旧区改造跑出“加速度”，“十三五”

以来，累计完成旧改征收超 2.6万户，提
前完成“十三五”旧改征收目标。

城区管理精细“有韧性”，以美丽景
区、美丽街区、美丽家园“三美联动”为

抓手，大力推进“美丽黄浦”建设；全力打造“一带一路
一环”精细化管理示范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完成南
京东路合杆整治试点；“平安社区”创建率 100%，公众
安全感满意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绿色发展跃上“新台阶”，外滩—滨
江地区成为上海市首批低碳发展示范

区；2018年， 空气质量指数 AQI优良率为 84.9%；“十
三五”以来新增各类绿化面积 20.21万平方米。

就业质量进一步提高，帮助经认定
的就业困难人员等三类人员百分百实

现就业，帮助引领成功创业 2395 人；深入开展国家
级技能人才专项激励计划试点， 积极推动建立促进
技能人才增收的多重保障机制， 劳动就业公共服务
更加完善。

养老服务进一步优化，在全市率先实
现长者照护之家和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街道全覆盖；建成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 36家，社区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 10家，标准化老年活动室 123个。

住房保障进一步完善，大力实施旧
住房综合修缮、卫生设施改造、综合改

水“三大工程”；2016年至 2018年，完成老旧住房综合
修缮面积 118.78万平方米。

帮困救助体系进一步健全，“十三
五”以来，实施低保救助 79 万人次，金

额 6.54亿元，医疗救助 17.06万人次，金额 8318.72万
元；在全市率先试点巨灾保险制度。

优质教育覆盖面不断扩大， 教育集
团化、学区化实现新突破，建成 5个小学

教育协作块、4个学区和 3个教育集团、4个学前教育集
团以及 1个职业教育集团；截至 2018年底，全区共有教
育机构数为 140个，非高等院校各级各类学校学生数为
61794人，专任教师数为 6125人。

医疗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成立第九
人民医院黄浦分院，东南医院成功转型

成为瑞金康复医院，上海九院—黄浦区域医疗中心项
目正式启动，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和“九院—黄浦”医
疗联合体建设持续推进；截至 2018年底，全区医疗机
构总数 44个、床位总数近 1.4万张。

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黄浦文化
云”正式投入使用，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实现

线上线下全覆盖；持续开展市民文化节、上海城市草坪音
乐会等文化活动，黄浦特色文化品牌效应持续增强；成功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区）；新建滨江步道等市民健身步
道 8条，社区市民健身房 3处、楼宇健身房 5处。

区领导说，下一步，黄浦区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着力抓好底线民生、基本民生、质量民生，推
动打造高品质生活的标杆，不断满足黄浦市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坚持将“守初心、担使命”转化为干事创
业的实际行动与惠民利民的具体措施。

44个

8条

黄浦滨江

三色“健身道”与滨江岸线绿带沿江蔓延，主题
各异的七个公园点缀其间。晨练的人渐渐多起来，慢
走的、跑步的、骑行的、健身的，在这里都能各得其所。

贯通后的黄浦滨江，为市民健身提供了最为优渥的
公共资源。最好的资源要惠及民生，黄浦沿滨江打造出
一个个市民健身的新“网红地标”。

国际乒联博物馆、中国乒乓球博物馆、世博黄浦体育
园……都是老百姓可以随时走进学一学、动一动的运动场
馆；沿江而建的慢步道、跑步道、骑行道，沿途景色旖旎、公
共设施齐全，被网友评为 2019年“魔都最美健身步道”，已
成为上海国际马拉松的必经之地以及中国高校百英里接
力赛总决赛、上海庆八一长跑等重大赛事活动的举办地。

社区文化中心

在改编后的京剧旋律伴奏下，十几位社区居民
正跟着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专业老师，一
起跳“戏曲韵律操”。居民说：“头一次体验运动与戏
曲的结合，太有意思了。”

都说黄浦的居民最“念旧”，一些动迁的居民搬离了
黄浦，但还是会经常回来。家门口的文化享受，就是他们
难以割舍的情怀之一。

外滩街道里本土老居民多，戏曲、曲艺项目在这里
落地生根；南京东路街道离老城厢不远，不少居民的“绝
活”是非遗手艺“露香园顾绣”；打浦桥街道白领多，话剧
社、声乐社最集聚人气。黄浦 10个街道的社区文化发展
出“一街一品”的特色，培养出了一支支高水准文化艺术
团队，成为播撒在社区最接地气的艺术种子。

读者书店

第一位客人走进来了，他走到一座座整齐的书架
前，选了几本与上海有关的书，坐在书桌前细细品读。

他的身旁是“外滩书房”老上海怀旧阅读区，取名“外
滩书房”正是对上海这座城市文化与历史的致敬。

黄浦是上海书店最集中的城区之一， 有 130多家书
店，既有“国字号”的老书店上海书城、外文书店、古籍书
店、新华书店等，又有新崛起的个性化书店，如九江路上
的读者书店，融文化、交流、艺术、展演于一体；思南公馆
内的思南书局，空间不大，却有很多个性化的阅读空间；

重庆南路上的大隐精舍，为读者提供沉浸式阅读的体验。

寸土寸金之地为何能吸引如此多样的优质书店？全
靠黄浦提供的优质服务与营造的文化氛围。而书店散布
的区域，最终受益的还是老百姓。

金钟广场

一场别开生面的白领运动会正在楼内各个公
共空间如火如荼举行。羽毛球、乒乓球、健美操……

比赛项目不多，人气却旺。淮海路沿线商务楼宇内
的不少白领放弃午休，赶来观战。不管参赛的运动

员是否认识，都会卖力喊上几声“加油”。

挖掘一切可用空间，在社区、楼宇、公园、沿江、屋顶见缝
插针，黄浦区打造居民身边便利可达的体育场地设施。

471个市民健身苑点、9个社区市民健身房、8个楼宇
健身房、13个市民球场、21条市民健身步道（绿道）散布在
黄浦，大型体育场馆（地）免费或公益低价开放……今年，

黄浦区属 40所公办中小学体育场地将向社区开放， 更多
经营性健身场所也将对市民公益开放，居民身边的“15分
钟体育生活圈”正渐渐清晰。

思南公馆

梧桐树下的一幢老洋房前，从四面赶来的市民正
有序排队等候进入。四年前，“思南读书会”在这里挂
牌，一抹书香让全城爱书人每周准时集聚。以书为媒，

思想火花迸发，人文情怀荡漾。

有魅力的人文之城， 不是由一个个冷冰冰的盒子组
成，而是由一个个交往空间串联。有“老底子”的黄浦不缺
好的空间，但如何打造成为富有魔力的交往空间？黄浦以
文化为空间寻梦。

承载着思南读书会、思南书局、思南赏艺会的思南公馆，

被市民称为“人文心脏”；“草坪为席，苍天为穹”的草坪音乐
会，是平时较少走进剧院的市民接触高雅音乐的殿堂；背靠
着江水的黄浦滨江， 经常上演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演
出；还有被精心保护的建筑可以阅读，被精细管理的街区适

宜漫步……在黄浦，人们因文化而雅集，享受高品质生活。

新天地

在商场的回廊上行走， 身边人突然翩翩起舞；在
喷水池边休憩，只见墙壁上一笔笔“画”出名画；在街
区漫步，被一群踩着高跷的舞者拦住去路。市民到新
天地这个商业地标，不再单纯为了购物、消费，文化享
受也是一种不可少的“大餐”。

四年前， 新天地在不打乱原有商业功能的基础上叠加了
文化功能，推出了“表演艺术新天地”，整个街区变身一座“露天
剧院”，在咖啡馆、酒吧、餐厅、广场、博物馆，上百场中外优秀剧
目向市民开放。类似的表演形式在黄浦这个商业大区“遍地开
花”，如思南城市空间艺术节、“艺蕴黄浦”等。

黄浦的一批展览、演出、工作坊等艺术项目与商圈、商
街、商场联手，打造了商业空间叠加艺术空间的复合型文
创中心，市民有了更多文化舞台的新载体。

大世界

华丽转身的大世界，俯首皆非遗。康乐球、叠骨
牌、抽陀螺、踢毽子……都是上海老弄堂的游戏，在爷

爷奶奶的带领下，小朋友们玩得正欢。称得上“非遗之
首”的作品是哪些？“80后”“90后”小青年津津有味地
欣赏非遗特展。

除了大世界，黄浦还有很多传统文化会客厅，古味浓厚
又现代感十足。黄浦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文化会客厅，将它们
打造成老少咸宜的娱乐舞台。市民不但可以在其中欣赏到原
汁原味的传统剧目，又能以可亲近可感受的体验方式沉浸其
中。

设计玄妙的豫园古戏台，视觉效果华丽精美，观戏台、

赏戏曲两相宜；三山会馆隐于市井，古戏台可追溯到百年
前，造型古朴典雅，新打造的折子戏专场面向普通市民开
放，老戏台新剧目让三山会馆熠熠生辉。

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

不大的舞台上，施坦威钢琴、架子鼓、低音大贝斯
尽显专业范，一只话筒立在舞台中央，便是爵士歌手
的天地。纽约林肯爵士乐中心派驻的专业乐队奏响当
晚第一曲，台下的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在黄浦汇聚交融，浸润
城区、滋润心田。如外滩源、外滩中央、老码头等建筑形态、

街区风貌、人文底蕴等均吸收了中西方文化的精髓，黄浦
鼓励这些老洋房通过城市更新方式进行持续的文化叠加
与生成，为公共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打造了一个个深入市
民心中的文化地标。

中国大戏院

上海原创话剧《红白玫瑰》刚刚散场，观众三三两
两走出戏院，意犹未尽。有观众边走边讨论着刚才的
剧情；有观众说“好剧值得再刷”，要过几天再看一遍；

还有观众相约着要再去周边逛逛。

中国大戏院所在区域正是“演艺大世界”。这是以人民
广场地区为核心的演艺集聚区，区域内正常运营的剧场和
展演空间 39个。 活力中心所在的人民广场周边 1.5平方
公里区域内，正常运营的剧场及展演空间 21个，密度高达
14个/平方公里，是全国规模最大、密度最高的剧场群，是
国内剧场演出资源最集中、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如今，在
“演艺大世界”内，名家、名剧、名团纷至沓来，首映、首展、

首秀频繁上演，有温度的服务将剧场“串珠成链”……因为
“演艺大世界”的存在，观演正成为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大光明电影院

踏着午夜的钟声， 一批观众从夜色中匆匆走来。

对很多“上班族”来说，夜晚是难得的轻松时刻，终于
有时间可以“刷”一遍《蜘蛛侠———英雄远征》了。

上海是一座不夜城，大力发展“夜间经济”的黄浦首推
“24小时影院”，大光明电影院与国泰电影院率先试水。

国际电影、经典戏曲电影、红色电影，还有国内外同步
上映的进口大片，在这里都有了零点场次，为晚归的上班
族夜间休闲娱乐提供一种新选择。看好电影，还可以去国
泰电影院不打烊的咖啡馆看书浅谈，或者走出大光明电影
院转角邂逅黄河路上浓油酱赤的本邦味道。

在黄浦，一天的精彩还有无限可能。

“十三五”以来，黄浦区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坚
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扎实履行民生保障、

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职责，城区面貌和环境品质不
断改善，城区便利宜居程度不断提高，黄浦市民共建
共享发展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对品质
生活的感受度更加丰富。从一组组“十三五”数据中，

可以看出黄浦民生之变。

旧区改造跑出“加速度”，“十三五”

以来，累计完成旧改征收超 2.6万户，提
前完成“十三五”旧改征收目标。

城区管理精细“有韧性”，以美丽景
区、美丽街区、美丽家园“三美联动”为

抓手，大力推进“美丽黄浦”建设；全力打造“一带一路
一环”精细化管理示范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完成南
京东路合杆整治试点；“平安社区”创建率 100%，公众
安全感满意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绿色发展跃上“新台阶”，外滩—滨
江地区成为上海市首批低碳发展示范

区；2018年， 空气质量指数 AQI优良率为 84.9%；“十
三五”以来新增各类绿化面积 20.21万平方米。

就业质量进一步提高，帮助经认定
的就业困难人员等三类人员百分百实

现就业，帮助引领成功创业 2395 人；深入开展国家
级技能人才专项激励计划试点， 积极推动建立促进
技能人才增收的多重保障机制， 劳动就业公共服务
更加完善。

养老服务进一步优化，在全市率先实
现长者照护之家和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街道全覆盖；建成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 36家，社区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 10家，标准化老年活动室 123个。

住房保障进一步完善，大力实施旧
住房综合修缮、卫生设施改造、综合改

水“三大工程”；2016年至 2018年，完成老旧住房综合
修缮面积 118.78万平方米。

帮困救助体系进一步健全，“十三
五”以来，实施低保救助 79 万人次，金

额 6.54亿元，医疗救助 17.06万人次，金额 8318.72万
元；在全市率先试点巨灾保险制度。

优质教育覆盖面不断扩大， 教育集
团化、学区化实现新突破，建成 5个小学

教育协作块、4个学区和 3个教育集团、4个学前教育集
团以及 1个职业教育集团；截至 2018年底，全区共有教
育机构数为 140个，非高等院校各级各类学校学生数为
61794人，专任教师数为 6125人。

医疗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成立第九
人民医院黄浦分院，东南医院成功转型

成为瑞金康复医院，上海九院—黄浦区域医疗中心项
目正式启动，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和“九院—黄浦”医
疗联合体建设持续推进；截至 2018年底，全区医疗机
构总数 44个、床位总数近 1.4万张。

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黄浦文化
云”正式投入使用，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实现

线上线下全覆盖；持续开展市民文化节、上海城市草坪音
乐会等文化活动，黄浦特色文化品牌效应持续增强；成功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区）；新建滨江步道等市民健身步
道 8条，社区市民健身房 3处、楼宇健身房 5处。

区领导说，下一步，黄浦区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着力抓好底线民生、基本民生、质量民生，推
动打造高品质生活的标杆，不断满足黄浦市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坚持将“守初心、担使命”转化为干事创
业的实际行动与惠民利民的具体措施。

8条

“数字”中看黄浦民生之变

黄浦滨江

三色“健身道”与滨江岸线绿带沿江蔓延，主题
各异的七个公园点缀其间。晨练的人渐渐多起来，慢
走的、跑步的、骑行的、健身的，在这里都能各得其所。

贯通后的黄浦滨江，为市民健身提供了最为优渥的
公共资源。最好的资源要惠及民生，黄浦沿滨江打造出
一个个市民健身的新“网红地标”。

国际乒联博物馆、中国乒乓球博物馆、世博黄浦体育
园……都是老百姓可以随时走进学一学、动一动的运动场
馆；沿江而建的慢步道、跑步道、骑行道，沿途景色旖旎、公
共设施齐全，被网友评为 2019年“魔都最美健身步道”，已
成为上海国际马拉松的必经之地以及中国高校百英里接
力赛总决赛、上海庆八一长跑等重大赛事活动的举办地。

社区文化中心

在改编后的京剧旋律伴奏下，十几位社区居民
正跟着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专业老师，一
起跳“戏曲韵律操”。居民说：“头一次体验运动与戏
曲的结合，太有意思了。”

都说黄浦的居民最“念旧”，一些动迁的居民搬离了
黄浦，但还是会经常回来。家门口的文化享受，就是他们
难以割舍的情怀之一。

外滩街道里本土老居民多，戏曲、曲艺项目在这里
落地生根；南京东路街道离老城厢不远，不少居民的“绝
活”是非遗手艺“露香园顾绣”；打浦桥街道白领多，话剧
社、声乐社最集聚人气。黄浦 10个街道的社区文化发展
出“一街一品”的特色，培养出了一支支高水准文化艺术
团队，成为播撒在社区最接地气的艺术种子。

读者书店

第一位客人走进来了，他走到一座座整齐的书架
前，选了几本与上海有关的书，坐在书桌前细细品读。

他的身旁是“外滩书房”老上海怀旧阅读区，取名“外
滩书房”正是对上海这座城市文化与历史的致敬。

黄浦是上海书店最集中的城区之一， 有 130多家书
店，既有“国字号”的老书店上海书城、外文书店、古籍书
店、新华书店等，又有新崛起的个性化书店，如九江路上
的读者书店，融文化、交流、艺术、展演于一体；思南公馆
内的思南书局，空间不大，却有很多个性化的阅读空间；

重庆南路上的大隐精舍，为读者提供沉浸式阅读的体验。

寸土寸金之地为何能吸引如此多样的优质书店？全
靠黄浦提供的优质服务与营造的文化氛围。而书店散布
的区域，最终受益的还是老百姓。

金钟广场

一场别开生面的白领运动会正在楼内各个公
共空间如火如荼举行。羽毛球、乒乓球、健美操……

比赛项目不多，人气却旺。淮海路沿线商务楼宇内
的不少白领放弃午休，赶来观战。不管参赛的运动

员是否认识，都会卖力喊上几声“加油”。

挖掘一切可用空间，在社区、楼宇、公园、沿江、屋顶见缝
插针，黄浦区打造居民身边便利可达的体育场地设施。

471个市民健身苑点、9个社区市民健身房、8个楼宇
健身房、13个市民球场、21条市民健身步道（绿道）散布在
黄浦，大型体育场馆（地）免费或公益低价开放……今年，

黄浦区属 40所公办中小学体育场地将向社区开放， 更多
经营性健身场所也将对市民公益开放，居民身边的“15分
钟体育生活圈”正渐渐清晰。

思南公馆

梧桐树下的一幢老洋房前，从四面赶来的市民正
有序排队等候进入。四年前，“思南读书会”在这里挂
牌，一抹书香让全城爱书人每周准时集聚。以书为媒，

思想火花迸发，人文情怀荡漾。

有魅力的人文之城， 不是由一个个冷冰冰的盒子组
成，而是由一个个交往空间串联。有“老底子”的黄浦不缺
好的空间，但如何打造成为富有魔力的交往空间？黄浦以
文化为空间寻梦。

承载着思南读书会、思南书局、思南赏艺会的思南公馆，

被市民称为“人文心脏”；“草坪为席，苍天为穹”的草坪音乐
会，是平时较少走进剧院的市民接触高雅音乐的殿堂；背靠
着江水的黄浦滨江， 经常上演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演
出；还有被精心保护的建筑可以阅读，被精细管理的街区适

宜漫步……在黄浦，人们因文化而雅集，享受高品质生活。

新天地

在商场的回廊上行走， 身边人突然翩翩起舞；在
喷水池边休憩，只见墙壁上一笔笔“画”出名画；在街
区漫步，被一群踩着高跷的舞者拦住去路。市民到新
天地这个商业地标，不再单纯为了购物、消费，文化享
受也是一种不可少的“大餐”。

四年前， 新天地在不打乱原有商业功能的基础上叠加了
文化功能，推出了“表演艺术新天地”，整个街区变身一座“露天
剧院”，在咖啡馆、酒吧、餐厅、广场、博物馆，上百场中外优秀剧
目向市民开放。类似的表演形式在黄浦这个商业大区“遍地开
花”，如思南城市空间艺术节、“艺蕴黄浦”等。

黄浦的一批展览、演出、工作坊等艺术项目与商圈、商
街、商场联手，打造了商业空间叠加艺术空间的复合型文
创中心，市民有了更多文化舞台的新载体。

大世界

华丽转身的大世界，俯首皆非遗。康乐球、叠骨
牌、抽陀螺、踢毽子……都是上海老弄堂的游戏，在爷

爷奶奶的带领下，小朋友们玩得正欢。称得上“非遗之
首”的作品是哪些？“80后”“90后”小青年津津有味地
欣赏非遗特展。

除了大世界，黄浦还有很多传统文化会客厅，古味浓厚
又现代感十足。黄浦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文化会客厅，将它们
打造成老少咸宜的娱乐舞台。市民不但可以在其中欣赏到原
汁原味的传统剧目，又能以可亲近可感受的体验方式沉浸其
中。

设计玄妙的豫园古戏台，视觉效果华丽精美，观戏台、

赏戏曲两相宜；三山会馆隐于市井，古戏台可追溯到百年
前，造型古朴典雅，新打造的折子戏专场面向普通市民开
放，老戏台新剧目让三山会馆熠熠生辉。

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

不大的舞台上，施坦威钢琴、架子鼓、低音大贝斯
尽显专业范，一只话筒立在舞台中央，便是爵士歌手
的天地。纽约林肯爵士乐中心派驻的专业乐队奏响当
晚第一曲，台下的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在黄浦汇聚交融，浸润
城区、滋润心田。如外滩源、外滩中央、老码头等建筑形态、

街区风貌、人文底蕴等均吸收了中西方文化的精髓，黄浦
鼓励这些老洋房通过城市更新方式进行持续的文化叠加
与生成，为公共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打造了一个个深入市
民心中的文化地标。

中国大戏院

上海原创话剧《红白玫瑰》刚刚散场，观众三三两
两走出戏院，意犹未尽。有观众边走边讨论着刚才的
剧情；有观众说“好剧值得再刷”，要过几天再看一遍；

还有观众相约着要再去周边逛逛。

中国大戏院所在区域正是“演艺大世界”。这是以人民
广场地区为核心的演艺集聚区，区域内正常运营的剧场和
展演空间 39个。 活力中心所在的人民广场周边 1.5平方
公里区域内，正常运营的剧场及展演空间 21个，密度高达
14个/平方公里，是全国规模最大、密度最高的剧场群，是
国内剧场演出资源最集中、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如今，在
“演艺大世界”内，名家、名剧、名团纷至沓来，首映、首展、

首秀频繁上演，有温度的服务将剧场“串珠成链”……因为
“演艺大世界”的存在，观演正成为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大光明电影院

踏着午夜的钟声， 一批观众从夜色中匆匆走来。

对很多“上班族”来说，夜晚是难得的轻松时刻，终于
有时间可以“刷”一遍《蜘蛛侠———英雄远征》了。

上海是一座不夜城，大力发展“夜间经济”的黄浦首推
“24小时影院”，大光明电影院与国泰电影院率先试水。

国际电影、经典戏曲电影、红色电影，还有国内外同步
上映的进口大片，在这里都有了零点场次，为晚归的上班
族夜间休闲娱乐提供一种新选择。看好电影，还可以去国
泰电影院不打烊的咖啡馆看书浅谈，或者走出大光明电影
院转角邂逅黄河路上浓油酱赤的本邦味道。

在黄浦，一天的精彩还有无限可能。

“十三五”以来，黄浦区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坚
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扎实履行民生保障、

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职责，城区面貌和环境品质不
断改善，城区便利宜居程度不断提高，黄浦市民共建
共享发展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对品质
生活的感受度更加丰富。从一组组“十三五”数据中，

可以看出黄浦民生之变。

旧区改造跑出“加速度”，“十三五”

以来，累计完成旧改征收超 2.6万户，提
前完成“十三五”旧改征收目标。

城区管理精细“有韧性”，以美丽景
区、美丽街区、美丽家园“三美联动”为

抓手，大力推进“美丽黄浦”建设；全力打造“一带一路
一环”精细化管理示范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完成南
京东路合杆整治试点；“平安社区”创建率 100%，公众
安全感满意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绿色发展跃上“新台阶”，外滩—滨
江地区成为上海市首批低碳发展示范

区；2018年， 空气质量指数 AQI优良率为 84.9%；“十
三五”以来新增各类绿化面积 20.21万平方米。

就业质量进一步提高，帮助经认定
的就业困难人员等三类人员百分百实

现就业，帮助引领成功创业 2395 人；深入开展国家
级技能人才专项激励计划试点， 积极推动建立促进
技能人才增收的多重保障机制， 劳动就业公共服务
更加完善。

养老服务进一步优化，在全市率先实
现长者照护之家和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街道全覆盖；建成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 36家，社区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 10家，标准化老年活动室 123个。

住房保障进一步完善，大力实施旧
住房综合修缮、卫生设施改造、综合改

水“三大工程”；2016年至 2018年，完成老旧住房综合
修缮面积 118.78万平方米。

帮困救助体系进一步健全，“十三
五”以来，实施低保救助 79 万人次，金

额 6.54亿元，医疗救助 17.06万人次，金额 8318.72万
元；在全市率先试点巨灾保险制度。

优质教育覆盖面不断扩大， 教育集
团化、学区化实现新突破，建成 5个小学

教育协作块、4个学区和 3个教育集团、4个学前教育集
团以及 1个职业教育集团；截至 2018年底，全区共有教
育机构数为 140个，非高等院校各级各类学校学生数为
61794人，专任教师数为 6125人。

医疗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成立第九
人民医院黄浦分院，东南医院成功转型

成为瑞金康复医院，上海九院—黄浦区域医疗中心项
目正式启动，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和“九院—黄浦”医
疗联合体建设持续推进；截至 2018年底，全区医疗机
构总数 44个、床位总数近 1.4万张。

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黄浦文化
云”正式投入使用，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实现

线上线下全覆盖；持续开展市民文化节、上海城市草坪音
乐会等文化活动，黄浦特色文化品牌效应持续增强；成功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区）；新建滨江步道等市民健身步
道 8条，社区市民健身房 3处、楼宇健身房 5处。

区领导说，下一步，黄浦区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着力抓好底线民生、基本民生、质量民生，推
动打造高品质生活的标杆，不断满足黄浦市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坚持将“守初心、担使命”转化为干事创
业的实际行动与惠民利民的具体措施。

100%

黄浦滨江

三色“健身道”与滨江岸线绿带沿江蔓延，主题
各异的七个公园点缀其间。晨练的人渐渐多起来，慢
走的、跑步的、骑行的、健身的，在这里都能各得其所。

贯通后的黄浦滨江，为市民健身提供了最为优渥的
公共资源。最好的资源要惠及民生，黄浦沿滨江打造出
一个个市民健身的新“网红地标”。

国际乒联博物馆、中国乒乓球博物馆、世博黄浦体育
园……都是老百姓可以随时走进学一学、动一动的运动场
馆；沿江而建的慢步道、跑步道、骑行道，沿途景色旖旎、公
共设施齐全，被网友评为 2019年“魔都最美健身步道”，已
成为上海国际马拉松的必经之地以及中国高校百英里接
力赛总决赛、上海庆八一长跑等重大赛事活动的举办地。

社区文化中心

在改编后的京剧旋律伴奏下，十几位社区居民
正跟着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专业老师，一
起跳“戏曲韵律操”。居民说：“头一次体验运动与戏
曲的结合，太有意思了。”

都说黄浦的居民最“念旧”，一些动迁的居民搬离了
黄浦，但还是会经常回来。家门口的文化享受，就是他们
难以割舍的情怀之一。

外滩街道里本土老居民多，戏曲、曲艺项目在这里
落地生根；南京东路街道离老城厢不远，不少居民的“绝
活”是非遗手艺“露香园顾绣”；打浦桥街道白领多，话剧
社、声乐社最集聚人气。黄浦 10个街道的社区文化发展
出“一街一品”的特色，培养出了一支支高水准文化艺术
团队，成为播撒在社区最接地气的艺术种子。

读者书店

第一位客人走进来了，他走到一座座整齐的书架
前，选了几本与上海有关的书，坐在书桌前细细品读。

他的身旁是“外滩书房”老上海怀旧阅读区，取名“外
滩书房”正是对上海这座城市文化与历史的致敬。

黄浦是上海书店最集中的城区之一， 有 130多家书
店，既有“国字号”的老书店上海书城、外文书店、古籍书
店、新华书店等，又有新崛起的个性化书店，如九江路上
的读者书店，融文化、交流、艺术、展演于一体；思南公馆
内的思南书局，空间不大，却有很多个性化的阅读空间；

重庆南路上的大隐精舍，为读者提供沉浸式阅读的体验。

寸土寸金之地为何能吸引如此多样的优质书店？全
靠黄浦提供的优质服务与营造的文化氛围。而书店散布
的区域，最终受益的还是老百姓。

金钟广场

一场别开生面的白领运动会正在楼内各个公
共空间如火如荼举行。羽毛球、乒乓球、健美操……

比赛项目不多，人气却旺。淮海路沿线商务楼宇内
的不少白领放弃午休，赶来观战。不管参赛的运动

员是否认识，都会卖力喊上几声“加油”。

挖掘一切可用空间，在社区、楼宇、公园、沿江、屋顶见缝
插针，黄浦区打造居民身边便利可达的体育场地设施。

471个市民健身苑点、9个社区市民健身房、8个楼宇
健身房、13个市民球场、21条市民健身步道（绿道）散布在
黄浦，大型体育场馆（地）免费或公益低价开放……今年，

黄浦区属 40所公办中小学体育场地将向社区开放， 更多
经营性健身场所也将对市民公益开放，居民身边的“15分
钟体育生活圈”正渐渐清晰。

思南公馆

梧桐树下的一幢老洋房前，从四面赶来的市民正
有序排队等候进入。四年前，“思南读书会”在这里挂
牌，一抹书香让全城爱书人每周准时集聚。以书为媒，

思想火花迸发，人文情怀荡漾。

有魅力的人文之城， 不是由一个个冷冰冰的盒子组
成，而是由一个个交往空间串联。有“老底子”的黄浦不缺
好的空间，但如何打造成为富有魔力的交往空间？黄浦以
文化为空间寻梦。

承载着思南读书会、思南书局、思南赏艺会的思南公馆，

被市民称为“人文心脏”；“草坪为席，苍天为穹”的草坪音乐
会，是平时较少走进剧院的市民接触高雅音乐的殿堂；背靠
着江水的黄浦滨江， 经常上演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演
出；还有被精心保护的建筑可以阅读，被精细管理的街区适

宜漫步……在黄浦，人们因文化而雅集，享受高品质生活。

新天地

在商场的回廊上行走， 身边人突然翩翩起舞；在
喷水池边休憩，只见墙壁上一笔笔“画”出名画；在街
区漫步，被一群踩着高跷的舞者拦住去路。市民到新
天地这个商业地标，不再单纯为了购物、消费，文化享
受也是一种不可少的“大餐”。

四年前， 新天地在不打乱原有商业功能的基础上叠加了
文化功能，推出了“表演艺术新天地”，整个街区变身一座“露天
剧院”，在咖啡馆、酒吧、餐厅、广场、博物馆，上百场中外优秀剧
目向市民开放。类似的表演形式在黄浦这个商业大区“遍地开
花”，如思南城市空间艺术节、“艺蕴黄浦”等。

黄浦的一批展览、演出、工作坊等艺术项目与商圈、商
街、商场联手，打造了商业空间叠加艺术空间的复合型文
创中心，市民有了更多文化舞台的新载体。

大世界

华丽转身的大世界，俯首皆非遗。康乐球、叠骨
牌、抽陀螺、踢毽子……都是上海老弄堂的游戏，在爷

爷奶奶的带领下，小朋友们玩得正欢。称得上“非遗之
首”的作品是哪些？“80后”“90后”小青年津津有味地
欣赏非遗特展。

除了大世界，黄浦还有很多传统文化会客厅，古味浓厚
又现代感十足。黄浦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文化会客厅，将它们
打造成老少咸宜的娱乐舞台。市民不但可以在其中欣赏到原
汁原味的传统剧目，又能以可亲近可感受的体验方式沉浸其
中。

设计玄妙的豫园古戏台，视觉效果华丽精美，观戏台、

赏戏曲两相宜；三山会馆隐于市井，古戏台可追溯到百年
前，造型古朴典雅，新打造的折子戏专场面向普通市民开
放，老戏台新剧目让三山会馆熠熠生辉。

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

不大的舞台上，施坦威钢琴、架子鼓、低音大贝斯
尽显专业范，一只话筒立在舞台中央，便是爵士歌手
的天地。纽约林肯爵士乐中心派驻的专业乐队奏响当
晚第一曲，台下的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在黄浦汇聚交融，浸润
城区、滋润心田。如外滩源、外滩中央、老码头等建筑形态、

街区风貌、人文底蕴等均吸收了中西方文化的精髓，黄浦
鼓励这些老洋房通过城市更新方式进行持续的文化叠加
与生成，为公共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打造了一个个深入市
民心中的文化地标。

中国大戏院

上海原创话剧《红白玫瑰》刚刚散场，观众三三两
两走出戏院，意犹未尽。有观众边走边讨论着刚才的
剧情；有观众说“好剧值得再刷”，要过几天再看一遍；

还有观众相约着要再去周边逛逛。

中国大戏院所在区域正是“演艺大世界”。这是以人民
广场地区为核心的演艺集聚区，区域内正常运营的剧场和
展演空间 39个。 活力中心所在的人民广场周边 1.5平方
公里区域内，正常运营的剧场及展演空间 21个，密度高达
14个/平方公里，是全国规模最大、密度最高的剧场群，是
国内剧场演出资源最集中、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如今，在
“演艺大世界”内，名家、名剧、名团纷至沓来，首映、首展、

首秀频繁上演，有温度的服务将剧场“串珠成链”……因为
“演艺大世界”的存在，观演正成为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大光明电影院

踏着午夜的钟声， 一批观众从夜色中匆匆走来。

对很多“上班族”来说，夜晚是难得的轻松时刻，终于
有时间可以“刷”一遍《蜘蛛侠———英雄远征》了。

上海是一座不夜城，大力发展“夜间经济”的黄浦首推
“24小时影院”，大光明电影院与国泰电影院率先试水。

国际电影、经典戏曲电影、红色电影，还有国内外同步
上映的进口大片，在这里都有了零点场次，为晚归的上班
族夜间休闲娱乐提供一种新选择。看好电影，还可以去国
泰电影院不打烊的咖啡馆看书浅谈，或者走出大光明电影
院转角邂逅黄河路上浓油酱赤的本邦味道。

在黄浦，一天的精彩还有无限可能。

“十三五”以来，黄浦区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坚
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扎实履行民生保障、

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职责，城区面貌和环境品质不
断改善，城区便利宜居程度不断提高，黄浦市民共建
共享发展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对品质
生活的感受度更加丰富。从一组组“十三五”数据中，

可以看出黄浦民生之变。

旧区改造跑出“加速度”，“十三五”

以来，累计完成旧改征收超 2.6万户，提
前完成“十三五”旧改征收目标。

城区管理精细“有韧性”，以美丽景
区、美丽街区、美丽家园“三美联动”为

抓手，大力推进“美丽黄浦”建设；全力打造“一带一路
一环”精细化管理示范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完成南
京东路合杆整治试点；“平安社区”创建率 100%，公众
安全感满意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绿色发展跃上“新台阶”，外滩—滨
江地区成为上海市首批低碳发展示范

区；2018年， 空气质量指数 AQI优良率为 84.9%；“十
三五”以来新增各类绿化面积 20.21万平方米。

就业质量进一步提高，帮助经认定
的就业困难人员等三类人员百分百实

现就业，帮助引领成功创业 2395 人；深入开展国家
级技能人才专项激励计划试点， 积极推动建立促进
技能人才增收的多重保障机制， 劳动就业公共服务
更加完善。

养老服务进一步优化，在全市率先实
现长者照护之家和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街道全覆盖；建成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 36家，社区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 10家，标准化老年活动室 123个。

住房保障进一步完善，大力实施旧
住房综合修缮、卫生设施改造、综合改

水“三大工程”；2016年至 2018年，完成老旧住房综合
修缮面积 118.78万平方米。

帮困救助体系进一步健全，“十三
五”以来，实施低保救助 79 万人次，金

额 6.54亿元，医疗救助 17.06万人次，金额 8318.72万
元；在全市率先试点巨灾保险制度。

优质教育覆盖面不断扩大， 教育集
团化、学区化实现新突破，建成 5个小学

教育协作块、4个学区和 3个教育集团、4个学前教育集
团以及 1个职业教育集团；截至 2018年底，全区共有教
育机构数为 140个，非高等院校各级各类学校学生数为
61794人，专任教师数为 6125人。

医疗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成立第九
人民医院黄浦分院，东南医院成功转型

成为瑞金康复医院，上海九院—黄浦区域医疗中心项
目正式启动，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和“九院—黄浦”医
疗联合体建设持续推进；截至 2018年底，全区医疗机
构总数 44个、床位总数近 1.4万张。

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黄浦文化
云”正式投入使用，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实现

线上线下全覆盖；持续开展市民文化节、上海城市草坪音
乐会等文化活动，黄浦特色文化品牌效应持续增强；成功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区）；新建滨江步道等市民健身步
道 8条，社区市民健身房 3处、楼宇健身房 5处。

区领导说，下一步，黄浦区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着力抓好底线民生、基本民生、质量民生，推
动打造高品质生活的标杆，不断满足黄浦市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坚持将“守初心、担使命”转化为干事创
业的实际行动与惠民利民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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