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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者的眸中，有大江大海
———追记倒在抗疫一线的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王友农

在昏迷 75天之后，7月 11日，王友农
走了。

7月 15日那天，大雨如注。人们为他
送行。

宝山区以及邮轮界人士的朋友圈里，

弥漫着哀伤和不舍。“你的眸中有大江大
海，胜过一切不朽。”宝山区副区长苏平
写道。

“珍惜，十年和您在一起为共同事业
奋斗的岁月；珍惜，您留给大家的阳光、真
挚，还有实干。”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中国
区市场总监徐颖写道。

“风走影随，雨过窗蚀；音容笑貌，恍
如昨日。”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副
院长叶欣梁写道。

王友农，生前任上海吴淞口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和上海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因抗疫劳累过度，突发脑出血昏
迷，终因医治无效，享年 51岁。

作为一名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他就
像一位守望者，在并不漫长的一生中，守
望着邮轮的归期，守望着港口的成长，也
守望着自己的人生理想。

守望邮轮归期
摔伤了腿的他，第二天拄着

拐杖又出现在抗疫一线

4月 13日， 宝山区滨江委办公室。记

者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认识王友农 5

年，这会是对他的最后一次采访。

采访中，王友农一如既往地用不紧不
慢的语速侃侃而谈。 他把今年的邮轮业概
括成三阶段：转危为安、危中寻机、化危为
机。他充满期待地说：“我们通过努力，渡过
了第一阶段的艰难时刻，现在处于第二、第
三阶段，疫情深刻地改变了邮轮市场格局，

但我们一定可以从中找到一些机会。”

他说起邮轮港年初遭遇的惊心动
魄———

1月 14日， 邮轮港率先启动防疫机
制，采取错峰登船措施，那时起，他心里这
根防疫抗疫的弦就始终紧绷。

从 1月 22日至 29日，上海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共靠泊 8艘国际大型邮轮，出入

境旅客达 30595人。作为亚洲最繁忙的邮
轮母港，截至目前没有发现任何与港口有
关的感染病例。

“这意味着，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做到了零输出、零输入、零感染！”说到这
里，他的声调微微抬高，微笑了一下。

后来，记者采访他的同事，才知道他
隐去了所有和自己有关的细节：1 月 24

日，大年三十，上午 8点，“地中海辉煌号”

靠泊吴淞口国际邮轮港，3500 名游客下
船， 对每位游客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一
直持续到了晚上。 有 3 名武汉籍游客体
温异常送医院进一步检查核实， 作为密
切接触者的 8 位家属情绪激动， 拒绝接
受隔离。正在公司开会的王友农得知情况
后，立即赶往现场劝说了半个多小时。

家属们同意接受隔离后， 他还不放心，

又驱车跟到了隔离点大场医院，去附近的超
市买了一大堆泡面、饮料、香肠、饼干等食品
送过去。 当得知眼前这个始终和颜悦色、鞍
前马后忙碌的大个子竟然就是邮轮公司的
董事长后，家属被感动了，再也没有说过一
句抱怨的话。回到公司已是深夜，王友农这
一天忙得午饭晚饭都没吃，他取出一碗方便
面。这，就是他的年夜饭。

二三月份，邮轮停航。宝山区滨江委主
任江瑞勤知道，这段时间王友农依旧一刻不
闲： 研究国外邮轮在疫情中暴露的不足、研
究邮轮复苏条件、制定行业相关标准。“他是
一个站位很高、深谋远虑的人，从来都是站
在整个中国邮轮行业的角度来看问题。”

就在 4 月 13 日两个小时的采访中，王
友农接了不下 5 个电话。“马上就有邮轮要
陆续停靠，中国籍船员要回家，这可是一点
差错都不能出的大事！” 尽管方案已经制定
得十分完备，但依然能看得出他眉头的一丝
担忧。 下转荩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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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谈燕）

作为健全第 46 届世界技能
大赛筹办机制、强化协同攻
坚的重要举措， 上海 2021

年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事
务执行局昨天在沪正式揭
牌成立。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为执行局揭牌。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党组书记、部长张
纪南，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
长龚正分别致辞。

龚正指出， 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第 46 届世界
技能大赛工作。上海作为主
办城市，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在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
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国家部
委指导支持下，统筹做好疫
情防控和世赛筹办工作。要
增强办赛合力，提高办赛质
量，放大办赛带动效应，精益
求精落实好各项筹办任务，

努力体现国际水准、展现中
国风范。大力弘扬世赛理念
和工匠精神， 深化技能合作
交流，促进技能事业发展，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
质生活贡献应有的力量。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副部长汤涛宣读了世界技
能组织的贺信。市领导诸葛
宇杰、彭沉雷，交通银行董
事长任德奇出席。

世界技能大赛作为最
高层级的世界职业技能赛
事，代表了各领域职业技能
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 2021

年 9 月在上海举办。 上海
2021年第 46届世界技能大
赛事务执行局作为上海世
赛筹办和举办期间的临时
性日常事务执行机构，将在
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
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落
实组委会决策部署，做好上
海世赛筹办和举办中的各
项工作。

习近平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
李克强作批示，着力增强研究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新华社北京 7月 2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即将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脱贫攻坚的基础上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迫切需要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

习近平强调，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 下转荩5版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习近平颁发命令状 还签署通令给 3个单位、5名个人记功

新华社北京 7月 29日电 （记者 梅世雄）中央军委晋升
上将军衔仪式 29日在北京八一大楼隆重举行。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火箭军政治委员徐忠波同志颁
发命令状。

下午 4 时 30 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
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主持晋衔
仪式。

晋升上将军衔的徐忠波军容严整、精神抖擞来到主席台
前。习近平向他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了上将军衔肩章
的徐忠波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
响起热烈的掌声。

晋衔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升民，以及军委
机关各部门、驻京大单位领导等参加晋衔仪式。

新华社北京 7月 29日电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
署通令，给 3个单位、5名个人记功。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
船、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记一等功；给陆军装甲兵学院某教
研室教授单东升，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某教研室教授万明
杰， 海军潜艇学院某研究所主任、 教授笪良龙记二等功；给
96911部队某研究室高级工程师谭可可、 国防大学某学院正
高级工程师胡晓峰记三等功。

李强到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调研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和功能拓展工作推进情况

全力做好革命遗址遗迹保护提升
深入发掘红色资源，更好展现革命先烈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充沛顽强的斗争意志、矢志不移的坚定信念

本报讯 （记者 谈燕）昨天上午，市委书
记李强来到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实地调研
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和功能拓展工作推进情
况。李强指出，上海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
的城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开展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

进一步深入发掘红色资源， 全力做好革命遗
址遗迹保护提升，更好展现革命先烈大无畏
的牺牲精神、充沛顽强的斗争意志、矢志不移
的坚定信念，广泛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和干事

创业激情，奋力谱写新时代人民城市新篇章。

作为全市“四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活动载
体， 龙华烈士陵园正在着力打造革命烈士纪
念地、初心使命教育地、红色文化传播地。

李强详细听取这一区域整体规划布局和展
陈功能拓展相关进展汇报。李强说，龙华烈士
以信仰坚守初心、用生命践行使命。我们要牢
记革命先辈为中国革命事业付出的鲜血和生
命，牢记新中国来之不易，深入开展“四史”学
习教育，更好汲取奋进勇气、激荡前行力量。

要紧紧围绕中央赋予上海的历史使命和城市

定位，全力实施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全面强化
“四大功能”，加快建设“五个中心”，努力夺取
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

龙华革命烈士就义地是龙华革命烈士
纪念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分隔在陵园主
体之外。为进一步提升陵园的整体性和瞻仰
的庄严性，在军地有关方面大力支持下，龙
华革命烈士纪念地整体连通及功能拓展工
作正在加快推进。市领导一路步行察看忠魂
广场、胜利广场和就义地，关切询问建设进
展、布局完善、细节优化、展陈提升等情况，

与相关负责同志和设计建设团队深入交流讨
论。李强说，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整体连通将
推动龙华烈士陵园展陈功能更为统一完善，是
我市保护利用红色资源、传承发扬红色基因的
重要举措。要本着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原则，

精心设计、精心建设，准确把握精神内涵和风
格要求，加强对相关历史要素的挖掘提升和丰
富拓展， 充分展示革命烈士的牺牲奋斗精神，

有效提升展陈功能与教育效果，全力打造爱国
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地标。

市领导诸葛宇杰、彭沉雷参加。

■火箭军政治委员徐忠波同志晋升上将军衔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海军“和平方舟”号
医院船、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记一等功

7月 29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火箭军政治委员徐忠波同志颁发命令状。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本报记者 周楠

习近平将出席北斗三号建成开通仪式
新华社北京 7月 29日电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

开通仪式将于 7月 31日上午 10时 30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仪式。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梦工厂”落成：

背着背包来做电影
全国首个影视产业后期制作共享

空间在上海启用 刊 3版荩

守望港口成长
“没试过， 怎么就知道不成

功？怎么就知道不能做？”

守望人生理想
“就连吃顿饭，十分钟以后也

会情不自禁开始谈工作”

王友农的办公
桌上，摊开的《应急
处置预案》，有他反
复修改的痕迹；他
用来涂抹伤腿的扶
他林药膏还放在桌
上。

摔倒后的第二天，王友
农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根
拐杖， 一瘸一拐地来上班
了， 随身还带着一大包衣
物，他干脆住进了值班室。

王友农办公桌
上的邮轮模型。

王友农在现场通过手机指挥“量子号”回靠。 视频截图 宝山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