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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中国少年先锋队第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24日上午闭幕。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第七届全国少工委工作
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少年先
锋队章程（修正案）》的决议，选
举产生了由195名委员组成的第
八届全国少工委。

大会对今后五年少先队工
作做出了部署。大会报告提出，
新时代少先队必须紧紧围绕增
强少先队员光荣感这个关键目
标，聚焦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
主责主业，引领少年儿童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教导，引领少年儿童
传承红色基因，引领少年儿童培
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
动少先队组织教育、自主教育、实
践教育深化创新，促进少先队教
育与学校、家庭、社会教育有机融
合，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不断提升少先队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能力和实效。

大会强调，改革是少先队事
业发展的动力之源。少先队必
须紧跟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深
入分析研究当代少年儿童的特
点，深入分析研究社会环境的新

变化，牢记少先队的根本任务，
紧紧盯住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
荣誉感这个主题和辅导员队伍
这个关键，守正创新，改革少先
队的工作理念和活动方式，持续
加强自身建设。

大会号召，全队要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团结教育引领广大少先队员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时刻准备着！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 戴着红领巾，在人
民大会堂前敬一个标准的队礼，
随着中国少年先锋队第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顺利闭幕，陈央完成
了自己的心愿。

此次全国少代会以电视电
话会议形式召开，陈央是唯一一
名赴北京参会的上海代表，并成
功当选为全国少工委副主任。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对
大会发来的贺信，又面见了诸多
专家“大咖”和优秀代表，陈央有
压力也充满动力。身为静安区
临汾路街道办事处党政办公室
主任、街道团工委书记，又兼任
社区少工委主任，这名85后对社
区少先队工作有了新认识。

现场聆听贺信
心潮澎湃

“能有机会走进人民大会堂
参会，太激动了。”在北京参加全
国少代会的陈央，语气中难掩兴
奋。

这名85后大学毕业后进入
临汾路街道，2017年成为街道团
工委书记，兼任社区少工委主
任。2019年11月，陈央又多了
重身份——街道办事处党政办
公室主任。三年工作积累让她
深感社区应该成为少先队员的
校外“活动课堂”。

如今社区少工委有25名委
员，在街道层面建立了1个社区
少先队大队部，在居民区层面
建立了 20 个社区少先队中队，
在区块层面建立了 127 个社区
少先队小队，可服务辖区内 6-
14岁4000多名少年儿童，将社
区少先队的工作“触角”延伸到
最基层。

此次有幸赴北京参会，现场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陈
央深受鼓舞，觉得为今后开展社
区少先队工作指明了方向。同
时也促使她思考，社区作为少年
儿童参与实践活动和社会生活
的重要空间，如何通过社区少工
委来增强社区少先队工作的黏
度和温度。“一方面可以通过社
区的枢纽型平台盘活党建、团
建、教育等资源，另一方面也要
敢于爬坡强自身。”

就如贺信中提到的“共青团
要带领少先队履职尽责、奋发有
为”，这让陈央感受到肩上的重
任，“特别要加强自身的政治思

想建设，首先自身拥有红色基
因，才能将红色接力棒传给下一
代，培育时代新人。”

为队员组织活动
融入红色基因

利用街道2个青年中心，开
展了阅读启行、公益集市、木偶
话剧、创新屋等校外实践活动；
在汾西路 261 弄、汾西路 88 弄
等 8 个居民区推进了“青春社
区”建设，让少先队员参与到“青
春长廊”“昕青年空间”“流浪书
屋”微更新项目中，队员们对知
识宣讲、趣味运动会、“盖世英
雄”瓶盖征集垃圾分类等活动充
满热情。

社区是打通联系服务少年
儿童的“最后一公里”，是对学校
生活的补充，为吸引少先队员走
出家门，陈央在活动上花了不少
心思。

这次参会也提醒她，活动在
注重动手实践、公益服务的基础

上，更应该考虑融入红色基因。
这个暑假，“童心协力 争当

小小讲解员”活动就将全面启
动。结合“四史”学习教育，鼓
励社区队员们学习党、团、队
史，结合街道发展历程，还要了
解“家门口”的历史，届时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街道老物件展
都是队员们的展示平台，“我们
还会通过微视频、图片记录，上
传网络宣传，将红色基因融入
活动方方面面。”

陈央说，此次成为全国少代
会代表，是一种荣幸，更是一份
责任。等回到工作岗位后，她会
第一时间带领社区少工委学习
落实贯彻贺信精神，注重少先队
工作的政治性和社会性。不但
在工作和活动中突出“传承红色
基因”这一时代任务，也会依托
区域化党建和团建资源平台，不
断向内深挖、向外延伸，让社区
少先队工作更有针对性、更具系
统性、更有感召力。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日前，静安区“面对
面 新时空”We课走进了彭浦新村
街道，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
心《新闻坊》栏目主播黄浩以“人
民城市新风景”为主题，讲述了一
个工人新村的62年传奇故事。

今年，彭浦新村建村已满62
年了，它几乎与建国后的上海城
市发展相伴。当时，不少劳模是
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很光荣地
住进彭浦新村的，那个时代的浪
潮，实实在在影响了千千万万上
海家庭的命运。62年来，伴随着
上海城市的发展，彭浦新村不断
地向东、西两侧和北面扩展，成为
大量工厂职工和动迁居民的居住
地，形成了如今上海超大型居住
区。彭浦新村街道坚持党建引
领，依托独有的“工人新村”文化
资源，融合“四史”学习教育内容，
着力打造“红心向党”等特色党建
工作项目。此次“面对面 新时
空”We课又再次掀起了“四史”学
习的新高潮，展现了青年一代全
方位汲取开拓前进的力量，传承
时代精神的初心使命。

据悉，第二季“面对面 新时
空”We课与“四史”学习教育深度
融合，结合静安光荣的革命传统
和丰富的红色资源，不断拓展

“初心”、“家园”、“文化”三大系
列外延，把We课真正打造成不负

红色基因的静安党员教育品牌。
现场，SMG主持人黄浩以彭

浦新村变迁为主线，把人们的视
线又带回到1958年上海北境最
漂亮的楼房——彭浦新村。历
经一个甲子岁月的洗礼，彭浦新
村昔日的“荣耀繁华”走向了何
方？当年扬眉吐气住进工人新
村的人们，如今对“美好生活”又
有着怎样的向往和憧憬？彭浦
新村的一代又一代干部群众如
何发扬“四个特别”的彭浦精神，
努力建设“幸福彭浦”？黄浩带
领大家一同探寻着彭浦新村如
今的使命与担当，并以彭浦新村
街道在旧改过程中，将党组织阵
地前移到旧改一线，与居民区开
展党建联建为例，充分诠释了基
层党支部在推进街道重点工作
中所起到的战斗堡垒作用。

这堂 45 分钟的 We 课，吸引
了不少彭浦新村街道社区党员、
白领参与。一位社区党员表示：
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就是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去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幸福是
奋斗出来的，“我们辛苦一阵子，
居民幸福一辈子”。接下来，彭
浦新村街道将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传承“工人新村”文化基因，
发扬彭浦“四个特别”精神，深入
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理念，谱写“人民
城市新风景”。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昨天，上海正式公
布了《关于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
理科技攻关体系与能力建设的
实施意见》。该“实施意见”由上
海市科委与市卫健委会同市药
监局、市经信委、市教委等部门
联合制定。

“实施意见”明确了制定《科
技攻关应急行动指南》并定期更
新，启动实施生物安全重大科技
计划，建设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
生物安全研究院，启动实施“重
大突发传染病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及防控体系建设”等市级重大
科技专项。

“实施意见”明确了加强病
原体检测鉴定与监测预警技术
研发，利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智
能溯源系统等重大疫情防控系
统，建立病原微生物基因等方面
数据库，研发快速有效的检测试
剂和方法。

市科委总工程师陆敏介绍
说，疫情暴发以来，上海广大科
技人员快速响应，目前在药物、

疫苗、检测技术及相关医疗装备
研发等领域取得了相应进展。

药物研发方面，君实生物的
抗体药物已于7月7日完成了中
国I期临床试验受试者给药。

疫苗研发方面，上海的mRNA
疫苗、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
等多个技术路线的新冠病毒疫
苗研发取得积极进展。日前，复
星医药和德国 BioNtech 公司联
合开发的mRNA疫苗已获批进入
临床阶段，斯微生物等机构的疫
苗研发工作进展顺利。

检测技术方面，目前，上海
的之江生物、芯超生物等公司的
新冠病毒检测产品获得国家药
监局审批上市，检测产品数量居
全国前列，其中核酸检测试剂获
批数量为全国第一。

医疗器械方面，疫情暴发以
来，联影医疗生产的CT、DR等各
类影像检测设备不仅有力支撑了
全国各省抗疫所需，还大量出口
国外。近日，联影的CT产品在泰
国皇室医院拉玛医院顺利装机，
这也是泰国进口的第一款“中国
智造”的高端医疗影像设备。

中国少年先锋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改革是少先队事业发展的动力之源

社区少先队工作者走进人民大会堂

上海加强公卫应急科技攻关
将建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

依托独有“工人新村”文化资源
融合“四史”学习教育

陈央是唯一一名赴北京参会的上海代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