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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李彦 浦东报道

社区党员具有分布广、流动快、需求多元

等特点。如何把这些“流动党员”聚集在一起，

开展党组织生活，为广大群众服务？陆家嘴社

区从2003年9月创建阳光驿站至今，通过丰富

活动内容和形式，让流动党员们有了自己的心

灵家园。

“阳光课堂”是由陆家嘴社区阳光驿站和

洋泾—菊园实验学校、东昌中学的党员教师志

愿者联合创办的阳光系列品牌服务之一。自

2004年开班以来，阳光课堂已举办了17期，有

180名党员教师志愿者参加，受助学生2300多

人次。

今年 8 月中旬，在阳光课堂师生座谈会

上，老师、家长和学生集聚一堂，进行了一次

“交心”的深入对话。“还是阳光课堂讲的内容

吸引人”，学生们表达了对阳光课堂的喜爱与

眷恋。阳光驿站站长史菁介绍说，“阳光课堂”

以社区困难家庭子女为主体，通过分级辅导，

让学生们在丰富假期生活的同时，在阳光驿站

里进一步充实自我，开拓视野。

为了给陆家嘴社区有需求的学生和家长

答疑解惑，尤其是帮助即将参加中高考的学

生把握好填报志愿这一关，阳光驿站每年都

会利用“五一”小长假或双休日提供免费服

务。今年 5月 12日，在阳光驿站的井岗厅内

举行的陆家嘴社区中、高考填报志愿现场咨

询活动中，来自华师大附属东昌中学的 6位

资深教师根据每位学生的不同情况，进行了

耐心讲解和指导。上港居委的蒋姓夫妇对阳

光驿站的工作人员说：“感谢老师们放弃休息

为我们义务咨询，等孩子考上大学后一定来

报喜。”

“看到孩子们沐浴在党的‘阳光’下，我们

深感欣慰。”史菁说。现在，阳光课堂已成为

学生和家长心目中最具生命力的“教育家

园”。每一堂课，老师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让求

知欲极强的孩子受益匪浅。对于阳光驿站里

的每一位成员来说，阳光品牌架起了党员服务

群众的桥梁，通过这一载体，群众们更能感受

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包括阳光课堂，陆家嘴阳光驿站目前已开

发了 12项阳光系列品牌服务，包括邀请专家

宣讲政策和时事政治的阳光讲坛，党员志愿者

服务社区的阳光志愿者服务，向居民提供政

策、法律、心理等多种咨询服务的阳光咨询，与

困难家庭帮困结对的阳光基金等。

从 2003年成立至今，阳光驿站的功能不

断拓展，发挥了流动党员接纳地、创建“两新”

组织党组织的孵化器、党的组织资源交换服务

共享的平台、党员和群众的温馨家园、党组织

和党员服务群众的“窗口”等5大功能。

史菁表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陆家嘴阳

光驿站在功能上进行积极的思考和探索，提出

了新的课题。下一步，阳光驿站将着力打造

“策划中心”、“指导中心”、“展示中心”、“教育

中心”、“连接中心”等5个“中心”，构筑更趋开

放型、更趋社会化的驿站，为陆家嘴社区服务

金融中心，建设共同家园的实践目标，发挥社

区党建服务平台和工作载体的积极作用。

流动党员有了心灵家园

有个笑话——问：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

不烦心？答：长在别人脸上。这不，现成的例

子来了。华东某地的丁先生存款时被 ATM

机“吞”掉一万元，他当即联系银行，却被告知

要等两个工作日才能处理。随后，丁先生换

电话再打，假称机器多“吐”三千元，5分钟后

银行的人赶到。

储户的资金面临风险，它可以一点不着

急；它自家的钞票存在隐患，反应比猴都急。

这倒是符合“别人的事再大都是小事，自己的

事再小都是大事”的调侃名言，也令个别银行

标榜的“储户至上”、“满意服务”显出尴尬。

出现问题不可怕，怕的是对问题满不在

乎，甚至根本就不承认问题。由此还想到媒

体披露过的，个别银行门店营业员的傲慢态

度：“咱们银行从来没有错”——是呀，他们横

竖有理呢：多给钱款，赖储户贪婪；少付钞票，

怨储户没当面点清；更严重的是，银行取款现

假钞，竟也说什么“离柜概不负责”……

银行为什么这么牛？有人归咎于垄断。

有人又称银行业早就放开——除了工、农、

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邮政储蓄银行

的网点也分布甚广，再加上众多的地方以及

民营股份制银行，还有被允许开展人民币业

务的外资银行……似乎，储户的选择面已然

不窄。

但是，种种现实却表明，某些个银行并未

就服务水平的提升展开大力竞争，反倒是五

花八门的收费粉墨登场，还言必称“与国际接

轨”。这又是为什么呢？

换汤不换药的陈旧思维，还没有收梢

呵。少数银行管理者继承了不少消极的官僚

作风，仰仗着独特的地位优势，服务时难掩牛

气。虽说垄断地位已经不再，可要克服身上

的旧思维，还是个艰苦漫长过程呀。而在此

过程中，消费者用脚投票也难——投资渠道

狭窄、股市跌跌不休、社保力度不足，百姓只

得选择服务欠佳的银行储蓄。而这也使银行

更加缺少改进服务的动力。

如何真正提升社会金融服务的水平与竞

争力？顶层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不可或

缺。中央高层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

有财产性收入。这离不开打造良好的制度与

政策环境，构建成熟的产权制度，完善资本市

场和金融创新，拓宽投资渠道，让财产性收入

成为群众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夯实社会稳

定与和谐的基础。

在确保金融安全与稳定的大前提下，银

行业的发展与改革，也应为“鲶鱼”的出现创

造有利条件，鼓励并激活良性竞争。在使服

务与口碑成为银行的利润之源的同时，对银

行的各项收费理当严格审核与把关。惟此，

“爱存不存”式做派才能从速扭转，许多问题

才会尽快改变。

“吞吐”两重天 缘何？
□蒋 萌

■通讯员 严剑漪 见习记者 张敏

皖蓼小学今年碰到了一件棘手事，学生小

云上学期间受伤导致脑震荡，家长要将学校告

上法庭。作为浦东法院特色公益项目“春天的

蒲公英”成员学校之一，皖蓼小学校长在收到

传票后，立即表示愿意在法官主持下与家长一

起妥善处理小云的事情。法院即刻启动了优

先调解、心理干预的“1+1”特色机制。经过几

轮调解，家长与学校达成了调解协议，学校作

了一次性赔偿，双方握手言和。

“春天的蒲公英”是浦东法院的一项特色

公益项目，自2008年以来，向11所来沪民工子

弟学校的 7000余名孩子提供了特色法制教育

活动及关爱帮扶行动，深受学校师生的欢迎，

也全面提升了来沪未成年人的法制意识与城

市认同感。

“春天的蒲公英”采用项目管理模式取代

单一的“普法”活动，配备了一支学历高、法律

素养好、奉献意识强的 22人讲师队伍，设置了

一整套法制教程课件，还由少年庭精心编辑了

一本漫画法制辅助教材《开心漫漫看》。通过

法制授课、知识竞赛、模拟法庭、艺术比赛等多

种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并邀请孩子们走进法

院，“零距离”了解法律。

2012年，“春天的蒲公英”项目结合多年

基础，发挥少年庭优势，整合法院法制宣传、

志愿服务等职能，建立起与区委宣传部、区妇

联、区教育局、区司法局等部门以及媒体等社

会资源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6月，“春天的

蒲公英”项目加盟上海市知名文化品牌东方

讲坛，启动为期半年的“关爱来沪娃·法进校

园蒲公英”主题宣讲活动，项目境界和影响力

不断提升。

“春天的蒲公英”项目还注重由面及点的

深度挖掘工作，以典型个案为切入，强化“点对

点”对口关爱。法官志愿者在授课过程中，重

视与项目学校师生的互动交流，及时向项目组

反馈急需特别关注的目标个体，由项目组进行

个案跟踪介入、集中辅导帮助。航头小学四年

级学生小诗从小就梦想做一名演员，但自从两

年级被查出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后，她的梦

想便破灭了。随着治疗的开展，因激素等原

因，小诗的嘴唇上长出了“胡子”，爱美的她从

此常常低着头。志愿者老师倪唯婷在课上发

现了这个特殊的女孩，项目组立即对小诗进行

家访。在了解了她家中的经济状况后，项目组

向区妇联提交申请，帮助小诗前往医院会诊，

并落实了日后定期免费检查事宜，令小诗全家

感动不已。

五年来，“春天的蒲公英”项目迎来好评不

断，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以及主流媒体的

高度肯定。先后有中央电视台、新华社、解放

日报等全国和地方重要媒体作了报道。最高

人民法院所属的人民法院报多次对蒲公英项

目作了整版专题报道。2011年7月和2012年6
月，国家妇女儿童发展纲要评估检查工作组、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来沪考察妇女儿童保

护工作时，专程来法院听取项目汇报，予以高

度赞赏。

浦东法院“蒲公英”传递司法关爱
创新社会管理助来沪娃提升城市认同感

■本报记者 许素菲 浦东报道

今天下午 3点，第六届陆家嘴金融文化

节将在位于上海船厂地块的双辉广场拉开帷

幕。来自金融机构、驻沪央企和周边社区的

2500名选手将在有“中国好声音”人气歌手

献唱的开幕式后，轻松投入沿滨江路段健康

跑活动。

昨天，陆家嘴管委会召开媒体见面会，提前通

报了本届金融文化节的整体安排。与往届不同的

是，本届文化节更加亲近金融城白领，严肃的高端

论坛少了，“吃喝玩乐”的项目多了。其中，耗费主

办者精力最多的是“舌尖上的金融城”活动。

“舌尖上的金融城”是汇集楼宇美食、台湾

小吃、民族风味的美食品鉴活动，地点是靠近

双辉广场的 400米长的北滨江亲水平台。从

开幕当天下午 4点到 10月 26日晚，这里会变

成一个小型美食博览会。楼宇美食板块的参

与者包括震旦国际大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金茂大厦、未来资产大厦、万向大厦、陆家嘴商

务广场等高端写字楼里的著名餐饮企业，他们

的大厨将在活动现场展示厨艺，让白领们一站

式品尝各家风味。

台湾小吃一直深受沪上白领欢迎，记者

留意了活动餐单，最贵的小吃单份不超过 25
元，有的单价都在个位数。主办方介绍，他们

已经先期通过青年文化联盟、陆家嘴楼宇协

会向陆家嘴白领派发 1万张打折券。在活动

现场，凭打折券购买食品可享优惠。这些本

已便宜的美食，打完折之后的价格总体比市

场价优惠 1/3。为保证活动安全有序，主办方

邀请了新区食药监部门工作人员每天驻场监

督食品卫生。活动期间，每天中午 11点到晚

上 9 点，还有短驳专线车免费接送白领与市

民到现场，上下客站点有 2个，分别在金茂大

厦和华能大厦附近。

金融文化节将一直持续到 10月 30日，期

间还有许多精彩纷呈的活动，例如知名画家进

金融城活动、社区群众参观博物馆活动，以及

在双辉广场举行的音乐秀，在源深体育场举行

的乒乓球赛、羽毛球赛、足球赛、国际象棋赛

等。10月30日的闭幕式将使金融文化节达到

最高潮，各金融机构将向观众奉献自编自导自

演的节目，人气摇滚歌手汪峰将用《怒放的生

命》、《光明》等曲目压轴。

10月17日，“陆家嘴金融城”第二届国际民间民俗舞蹈大会在陆家嘴金融城举行。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下，来自美国、德国、匈牙利等10个国家的民间
舞蹈团带来了各自的民族风情；来自云南、贵州、安徽等地的6个舞蹈团也带来了各民族兄弟的热情。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本报记者 张琪/文

世界风情炫动金融城

第六届陆家嘴金融文化节今开幕
健康跑美食汇音乐秀等缤纷活动更亲民

相关报道详见A6版

■本报记者 洪浣宁 浦东报道

昨天下午，区委举行 2012年度第五次双

月座谈会，围绕浦东高新技术产业化暨战略性

新兴产业工作情况，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

士畅谈建言。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庆善主

持座谈会。副区长朱嘉骏出席。

据悉，2011年，浦东高新技术产业化规模

3850亿元。到2016年，浦东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的目标是“两个50%”，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占全市的比重达到50%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

中制造业规模占全区工业的比重达到50%。

区委2012年度第五次双月座谈举行

关注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

■本报记者 李音 浦东报道

昨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唐周绍主持召

开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听取

和审议了区政府有关工作报告。副主任花以

友、谈林福、陈建、姜鸣、吴大器出席会

议。副区长陆鸣、刘正义列席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人

民调解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常委会组

成人员认为，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积极探

索和完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大调解工作体

系，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方面

“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

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为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作出积极贡献。常委会组成人员同时就

健全专业调解员队伍、建立专项工作经费、

提高调解员待遇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随后，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加

强来沪少数民族人员服务和管理工作情况的

报告；书面审议了区政府关于浦东新区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浦东新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的决定；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

项等。

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召开

浦东新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召开浦东新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的决定
（2012年10月18日浦东新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浦东新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浦东新区第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于2012年12月10日召开。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为：选举由浦东新区产生

的上海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