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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有一代人的“斗争”与“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百岁老战士们的回信引发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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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上海市中小学 2020 学年第二

学期于今日开学， 由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

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 上海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

联合主办， 上海市红十字会协办， 上海教

育电视台精心打造的 《公共安全教育开学

第一课》 （第七季） 已于昨日晚间在上海

教育电视台播出。 警官黄奕、 疾控女侠吴

凡等围绕治安、 交通、 消防、 防疫四个板

块， 面向全市中小学生传授实用法律知识

和风险防范技巧。

本季继续聚焦学生公共安全教育， 依

托真实案例解读常见隐患， 市公安局治安

总队黄奕、 交警总队贾杰， 市消防救援总

队赵锦祯，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

凡四名主讲人分别围绕治安、 交通、 消防、

防疫四个板块， 面向全市中小学生传授实

用法律知识和风险防范技巧， 帮助提升危

险识别能力。 各板块知识点通过“演播室

访谈 + 场内场外互动 + 情景剧演绎” 的形

式来呈现， 用权威、 精准、 紧凑的授课内

容和平和、 专业、 轻松的授课氛围进一步

增强节目的亲和力和说服力。 在治安板块，

重点讲解了如何识别电信网络诈骗和防范

校园欺凌， 并结合已经正式实施的 《民法

典》， 提示高空抛物的潜在危害和饲养宠物

的安全注意事项， 让同学们学会识别身边

危险、 保护自身安全等知识。

交通板块， 讲解了行人与非机动车的

通行规则， 倡导养成“一盔一带” 好习惯

等道路交通安全知识， 让同学们了解遵守

法律法规、 安全有序出行的重要意义。

消防板块， 带来了正确火场逃生技能

及逃生过程中发生烧伤、 烫伤、 割伤等伤

情应急处置措施的相关讲解。

防疫板块， 重点解答了同学们关心的

如何正确佩戴口罩、 如何安全开展体育活

动等知识。

上海中小学今天开学

“疾控女侠”吴凡、警官黄奕带来“第一课”

近日， 上海各大中小学校相继迎来春

季开学， 孩子们在上学、 放学途中可能会

经过铁路开放性道口。 据南翔站铁路派出

所透露， 时而有群众在铁道上停留玩耍的

事情发生。 此类事件有相当大的安全隐患，

加强学生的铁路安全意识刻不容缓。

图为民警将一名老人和孩子带离铁道

通讯员 林晓光 摄影报道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日前，市民政局下发“开展 100 万

人次长者智能技术运用能力提升行动方案”，明

确将探索“一网通办”的适老化“改进”，并招募

社区志愿者、 公益人士共同搭建老年朋友家门

口的“一网通办学习充电站”，以抓紧满足老年

人学习运用智能手机、 智能帮办代办服务等目

前突出、紧迫需求，切实保障老年人基本服务需

要，让老年人更好地适应并融入智慧社会，在信

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21 年， 本市将“开展 100 万人次长者

智能技术运用能力提升行动” 列入为民办实事

项目。 日前， 市民政局下发该项目工作方案，

明确项目目标为： 聚焦涉及老年人生活、 办事

和享受养老服务的高频事项 （主要包括就医、

出行、 亮码、 扫码、 聊天、 缴费、 购物、 文

娱、 用机、 安全等应用场景）， 通过开展针对

老年人的学习智能手机应用培训和帮办服务，

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

提升老年人数字化技能水平， 增进老年人福

祉。 2021 年 9 月底前， 完成 100 万人次以上

老年人智能手机学习培训和帮办服务。

方案披露， 为配合此次为民办实事项目开

展， 市民政局会同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 开展

的活动名称为： 长者数字生活“随申学”。

根据方案， 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将探索“一

网通办” 的适老化“改进”， 推出“一网通办”

应用辅导活动， 集结宣传推广、 答疑解惑、 辅

导培训的核心服务团队， 同时招募社区志愿

者、 公益人士等共同加入， 搭建老年朋友家门

口的“一网通办学习充电站” 和“一网通办”

社区咨询服务点， 为社区老年朋友提供常态化

服务。 计划完成培训和帮办共 40万人次。

全市文化场馆类、 公共交通类、 医疗类、

银行类公益基地将设立老年人智能技术体验场

景和服务点， 由志愿者为老年人进行面对面、

手把手指导， 帮助老年人在生活场景中提高运

用智能技术的能力和水平， 计划完成培训和帮

办共 25万人次。

上海开放大学将加强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

能力列为社区教育的重点内容， 研发智能技术

运用的主题学习课程资源， 编制老年人智能技

术运用手册， 联合各区社区学院、 社区学校，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组班课程培

训。 同时培育一批智能技术运用助学志愿者，

面向老年人提供互助帮扶服务。 计划完成培训

共 20万人次。

各区民政局在已创建为“公益基地” 的各

类养老服务机构及场所中统筹协调相关资源，

组织开展针对老年人智能技术运用的线下授

课， 计划完成培训和帮办共 15万人次。

上海开展长者数字生活“随申学”
搭建老年人家门口的“一网通办学习充电站”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范沁毅

本报讯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 月 18 日给上海市新四军

历史研究会的百岁老战士们的回信引发热烈反

响。 谈起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的字里行间中流

露出的对老同志们的牵挂和关爱， 上海市新四

军历史研究会成员陈汝逸、 祁学喜等两位老同

志表示， 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继续

发光发热。

日前， 黄浦区委老干部局工作人员走访了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成员陈汝逸、 祁学喜

等两位老同志。 陈老、 祁老精神矍铄， 身体康

健。

陈汝逸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亲切感

人， 内容太深刻了。 我一定认真准备， 做好功

课。 在党史教育中， 把新四军的优良传统很好

地传承下去， 教育更多的共产党员。”

两位老同志表示， 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嘱托， 继续发光发热， 结合自身革命经历向

青年一代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党的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 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坚定信仰、 勇敢斗争， 为新时代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

作为黄浦青年的代表， 区消防救援支队嵩

山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王岳表示， 老前辈们在

年轻时投身革命， 用浴血奋斗换来了今天来之

不易的和平， 退休后依然心系党和国家的事业

发展， 积极地参加党史的宣传教育， 这种爱党

报国的精神让人由衷地敬佩， 也值得每一个青

年人去学习！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 一名光荣的

消防员， 将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向国家综合

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训词精神， 不仅要继承好

老前辈们的光荣传统， 崇尚英雄、 学习英雄，

不忘初心、 接续奋斗， 永葆革命军人本色； 还

要练就过硬的业务本领， 刀山敢上、 火海敢

闯， 时刻守卫好祖国和人民； 更要通过讲好发

生在黄浦这片红色热土上的党史故事和党旗下

的“火焰蓝” 故事， 引领、 激励广大青年消防

员们传承红色基因、 守卫初心之地， 争当乐于

服务人民的孺子牛， 敢于创新发展的拓荒牛，

甘于艰苦奋斗的老黄牛， 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

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黄浦区城管执法局南京路步行街中队教导

员徐智杰表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斗争”，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现在这一代青年

人一样胸怀爱国之心， 一样笃信“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每个人的岗位就是战位， 只要把

自己岗位的要求落实， 把本职工作做好， 这场

斗争就定能取得胜利。

春季开学要牢记 铁路周边不可去

传承好红色基因 牢记初心和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引发群众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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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全国政协委员履职一年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