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进消费扩容提质”主题立功竞赛启动
重点聚焦“五五购物节”、“三大经济”

莫负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里找到了裔式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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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92岁的裔式娟特意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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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王海
雯） 作为上海解放战役的主战
场，宝山曾打响了解放上海的第
一枪。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和上海解放 72 周年之际，“中
国梦·劳动美———人民城市 奋

斗有我”上海职工直播课堂“薪
火传初心 建功新时代” 宝山专
场昨在上海解放纪念馆举行。

上海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
主席黄红致辞。她代表市总工会
向为上海解放事业和工运事业

作出杰出贡献的革命先烈、工运
先辈、劳模先进，和奋战在经济
社会发展一线、为党的伟大事业
贡献智慧和力量的各行各业劳

动者致以崇高敬意。她希望宝山
的劳模工匠宣讲能够充分发扬

举旗帜、聚民心、育人心的作用，
讲好匠心、筑梦、劳动追梦、奋斗
圆梦的故事，奋力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更好地引导广大职工投身新时代

的伟大事业。
活动现场，中共宝山区委书

记陈杰，全国劳模、中国商飞上
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技能大师

胡双钱，全国五一巾帼标兵、上海
市先进工作者、宝山区中西结合医
院急诊医学科感染科主任谭美春，
共同启动了 “宝山劳模工匠讲党
史” 系列宣讲课。

直播课堂开讲前，全体人员
共同参加了在宝山区烈士陵园

的祭奠仪式并参观了上海解放

纪念馆。

人大红色资源主题展开展

上海职工直播课堂宝山专场开讲

本报讯 第一至六届全国

人大代表、今年已经 92 岁的裔
式娟特意赶来观展 。 5 月 26
日，由市人大常委会、市总工会
联合主办的“伟大的创造 光辉

的历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探索与上海” 人大红色资源
主题展， 在市工人文化宫正式
开展。

展览由六个部分组成
开展式上， 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徐泽洲致辞。 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高小玫、陈靖出席。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市总工
会主席莫负春主持。

本次主题展通过对红色资

源史料的挖掘收集， 以丰富翔
实的图文、实物等形式，首次全
面展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探索与上海的历史渊源。
展览共由六个部分组成 ，

分别讲述了从市民代表会议 、
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到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大会，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伟大创造 、
光辉历程， 在上海经受了革命
洗礼， 留下了一个个弥足珍贵
的红色印记。

热心市民提供展品
主办方告诉记者， 此次主

题展许多展出的实物都是来自

民间。昨天，两位提供展品的市

民汪祥和冯建忠也来到了现

场。
记者在现场看到， 一份三

页的繁体竖排 “上海市第三次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陈毅市长开

幕词”就是由汪祥提供的。数张
“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相
关资料”也是非常难得，其中包
括出席证、 列席证和签到卡等
多种证件， 这是来自冯建忠的
收藏。

这些展品都是他们几十年

来东淘西觅得来的。汪祥说，他们
的脚步几乎走遍了本市的各个

夜幕书摊，“而展品很多都是夹
杂在旧书中得来的， 比如毛泽东
主席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投

票和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人民

代表大会会议报到处签名这两

张老照片，就是这样觅到的”。

裔式娟回忆第一届人代会
曾两获全国劳模荣誉的裔

式娟 ， 至今已有近 70 年的党

龄。 1977 年，裔式娟曾任上海
市总工会副主席。

更为难得的是， 裔式娟还
是第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
这样的“活化石 ”，如今在全国
也非常少见。

裔式娟清晰地记得 ，1954
年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时的情形，“我与杭佩兰 、袁
雪芬是当时上海代表组中最年

轻的 3 位女代表”。
“在第一届人代会上，我们

很多代表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和周总理， 我在鼓掌时把手都
拍肿了 ， 但当时根本毫无知
觉。 ”裔式娟对当年的一些细节
依然记忆犹新。

令裔式娟同样难忘的还有

陈毅市长。 “那天我们听陈毅市
长讲话，一直听到下午两点，还
觉得不过瘾， 肚子也没有饿的
感觉，因为我们都太投入了。 ”

老劳模成为新网红
难得一见的展品不时引来

观者的感慨， 仿佛把人带到了
时代的回忆之中。

在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海市

代表组代表名单前， 细心的莫
负春找到了裔式娟的名字。

他赶紧招呼不远处的裔式

娟， 提出两人在这张名单前合
影 。

莫负春笑着说道：“你就是
今天的网红， 我们都是你的粉
丝。 ”

随后， 大家纷纷簇拥着裔
式娟要求合影， 留下了一张张
难忘的照片。

据悉， 本次展览定于 5 月
下旬至 7 月下旬在上海市工人
文化宫举办。 “百年辉煌———中

国共产党在上海百年图展”“致
敬！红色工运”等主题展也在市
工人文化宫同期举办。

团体参观请通过市工人文

化宫提供的相关二维码提前预

约，也欢迎个人自行前往参观。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徐

晗）记者从昨天召开的立功竞
赛推进交流会上获悉，今年 5
月至 10 月间，市总工会、市级
机关工委、 市商务委将按照
“1+3”框架，即一个“五五购物
节”重要节庆平台和 “首发经
济”、“品牌经济”、“夜间经济”
等三大全年促消费重点工作

抓手，联合开展“促进消费扩
容提质”暨“五五购物节”主题
立功竞赛活动。市总工会党组
书记、 副主席黄红出席推进
会， 并为上海市 2021 年全国
五一劳动奖状颁奖，为“促进
消费扩容提质”主题立功竞赛

分赛区授旗。
今年 3月，市总工会联合七委

办下发了《关于开展“建功‘十四五’
奋进新征程———推进高质量发

展上海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
的通知》。聚焦“五五购物节”，
组织电商等行业职工开展“促
进消费扩容提质”主题立功竞
赛便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

本次主题立功竞赛活动

将重点聚焦两大方面开展主

题立功竞赛活动：
———“五五购物节” 促消

费节庆专项竞赛。 聚焦首发、
品牌、夜间三大经济，强化岗位
练兵，组织开展各类竞赛活动。

———“三大经济” 促消费
工作专项竞赛。聚焦促消费重
点工作，持续开展立功竞赛活
动，推动相关领域取得重点突
破。 （详见本报 3 版）

市级机关工委副书记李

云龙和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共同为 “促进消费扩容提质”
暨“五五购物节”主题立功竞
赛办公室揭牌。市总工会副主
席周奇主持推进会。市总工会
副主席王曙群为上海市 2021
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奖代表

颁奖。 百联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叶永明等相关企业领导

参加了交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