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 100周?座谈会昨召开

领导工人运动的火种在这里点燃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昨天， 由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

室批准设立，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

市禁毒委员会、 上海大学合作共建的“国际

禁毒政策研究中心” 揭牌仪式在沪隆重举

行。 上海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 党委书

记舒庆， 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 公安部禁

毒局局长梁云共同为“国际禁毒政策研究中

心” 揭牌并宣布国际禁毒研讨会论文征集活

动正式启动。

国家禁毒办副主任于海斌代表国家禁毒

委员会办公室宣读关于同意在上海大学设立

“国际禁毒政策研究中心” 的批复， 国家禁

毒委员会办公室将会同上海市禁毒委员会积

极支持上海大学， 共同建设好发展好该中

心， 进一步健全制度保障体系， 切实提高科

研水平。 希望中心能够进一步聚焦国际国内

禁毒领域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需求， 深入开展

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 努力建成具有国际影

响力和知名度的禁毒政策研究高端智库， 为

推进国家毒品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梁云局长为中心主任张勇安教授， 学术

咨询委员会主任、 中心客座研究员郝伟教授

颁发聘书， 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

记、 市禁毒委副主任李余涛， 上海市教委总

督学、 市禁毒委副主任平辉分别为中心学术

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心客座研究员赵敏教

授、 李文君教授、 莫关耀教授、 张昱教授颁

发聘书。

上海大学党委书记成旦红表示， 国家禁

毒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在上海大学共建“国际禁

毒政策研究中心”， 是国家禁毒办和地方政府、

高校共建的国家级禁毒领域的高端智库和基

地， 这既是对上海大学长期聚焦学术前沿、 积

极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褒

奖和肯定， 也是对上海大学禁毒理论和实践研

究团队的认可和鼓励， 更是中央和上海市赋予

上海大学的更大责任和更高要求。 学校将以中

心揭牌为契机， 加强组织领导和制度保障， 在

国家禁毒办和上海市禁毒委的领导和支持下，

共同建设好发展好该中心， 更好地服务和贡献

于国家禁毒战略。

揭牌仪式结束后， 梁云局长一行视察了

中心并同与会的专家学者座谈。 成旦红书记

介绍了上海大学改革发展的主要情况、 中心

主任张勇安汇报了中心的建设历程、 建设方

案和国际禁毒研讨会论文征集活动的筹备情

况。 梁云局长肯定了中心取得的成绩和未来

的建设方案， 国家禁毒办将会同上海市禁毒

委积极支持中心建设， 希望上海市禁毒委、

上海大学能够进一步加强组织保障， 健全体

制机制， 充分发挥好上海大学综合学科优势，

努力建成覆盖全国、 影响全球的禁毒政策研

究和决策的高端智库和基地， 以优异成绩献

礼建党百年。

100 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学者出席了

会议。 同时， 来自美国、 英国、 加拿大、 奥地

利、 瑞士、 荷兰、 波兰、 南非、 中国台湾、 中

国澳门等地的 30 余家国际学术组织、 研究机

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发来祝贺视频和贺信， 向

新中心的揭牌暨国际禁毒研讨会论文征集活动

的启动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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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具国际影响力禁毒高端智库
“国际禁毒政策研究中心”揭牌暨国际禁毒研讨会论文征集启动仪式昨日在沪举行

逆行驰援 95后男护士的热血青春
———记大华医院新冠采样部护士长马骏驰

■ 详见 A4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为纪念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

立 100周年， 教育引导广大职工发扬工人阶

级的光荣传统，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共上海

市委联合举行纪念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

100周年座谈会昨日在沪召开。

上海， 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

发地。 100 年前， 中国共产党成立 20 天后，

8 月 11 日， 北成都路 19 号 （今成都北路

893 弄 1 ? 11 号） 的一幢普通石库门房子

里， 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火种在这里点

燃———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 揭开了中

国工人运动崭新篇章。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

工人运动的起点，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摇篮，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党史和工运史上具有

开创性的重要地位。

座谈会上， 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

建刚回顾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从成立到结

束， 在短短的 3年零 9个月时间内为中国工

人运动史谱写下的壮丽诗篇； 上海电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机电工会主席朱

兆开讲述了 1921 年 8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

部成立后， 上海机器工会进一步发展壮大基

层工会组织， 机器业工人在革命战争年代进

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取得许多可歌可泣的光

辉业绩和动人故事； 全国劳模、 上海航天设

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事业三部 （九分厂） 空

间对接机构总装组班组长王曙群结合自身经

历， 分享了他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是如何赶上

了创新发展的好时代， 在党的关心关怀下奋

斗的成长故事。

据悉， 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 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凝练出在党史领域具有典

型性意义的“十个第一”： 这里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总机关； 这里领导

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工人运动———

上海英美烟草厂工人罢工； 这里创建了中国

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上海英

美烟草工会； 这里创办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的第一份工人刊物———《劳动周刊》； 这里领

衔发起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这里推动形成

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这里发起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劳动立法运动； 这里

出现第一位为中国工人运动坐牢的共产党

员———李启汉； 这里第一次建立领导工人运

动的分支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五大

分部和天津支部； 这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成

立后的第一家工人学校———上海第一工人补

习学校。

作为工人的精神家园， 劳动组合书记部

传承百年其精神内核依旧熠熠生辉。 记者从

会上获悉， 2019 年 10 月 1 日， 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经过一年闭馆修缮再次

对外开放。 此次修缮后， 陈列馆新征集相关

史料近千件， 从中甄选 152项珍贵史料成为

新增展项。展厅还运用 AR、VR、AI的虚拟技

术， 让观众身临其境般感受码头工人在船舱

内借助悬空跳板盘旋搬运货物的“螺丝跳”的

严峻考验。浸入式体验罢工场景，读一读当时

的工人刊物， 上一上当年的工人补习学校，

更能走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历史岁月。

跋涉万里，破冰斩浪

“雪龙 2?号顺利“回家?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跋涉万里， 上海 2022 年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会旗搭乘“雪龙 2” 号

极地科考船胜利完成南极展示任务， 于近

日返回上海。 日前， 世赛会旗接旗仪式在

沪举行， “迎世赛， 点亮技能之光” 主题

宣传活动随之启动。

上海世赛执行局相关负责人从中国第

37 次南极考察队队员手中接回世赛会旗

后表示， 世赛会旗南极展示活动历时 6 个

月、行程 3.6 万海里，是继世赛会旗成功登顶

珠峰之后又一次创举，旨在向“挑战极限”的

大国工匠们致敬，向全社会弘扬“不畏艰险、

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并祝愿所有参加世界

技能大赛的选手们勇攀巅峰，创造奇迹。

据悉， 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世赛

筹备及推广宣传工作的安排， 上海世赛事务

执行局计划于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7 月

间， 举行“迎世赛， 点亮技能之光” 系列推

广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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