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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司春杰

还有两个月，贾铁飞即将结束在浦东

商务委的挂职工作。他在日记中写道：“一

年浦东人，一生浦东情。”

贾铁飞本是“一介书生”，现任上海师

范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上海旅游高等专

科学校副校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从

进小学就没有离开过学校”。

不过，10个月前，他的身份从高校教

授转换为浦东新区商务委副主任。与他一

样，汤心溢、陈伟庆、杨新、马进、金颖这 5
位来自高校、银行、研究所、市级机关等机

构的党外人士同时进入浦东新区环保局、

金桥管委会等政府部门挂职。

自2011年至今，作为上海党外代表人

士实践锻炼基地，浦东已开展五批党外干

部挂职工作。

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

说，党外干部来浦东挂职，是浦东“开门搞

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周6本日记
两周，6位挂职干部深入基层

了解区情民意。6本日记，记录了
他们在浦东工作的所感、所思。

“浦东的干部真不容易！”贾铁飞在日

记中这样写到。

在浦东挂职的近一年里，让他印象最

深刻的一天，是去年11月18日。那是挂职

干部到塘桥街道“下基层”的第三天。

早上 7 点，贾铁飞来到塘东居委会。

见他来得这么早，居委会主任余维琴感到

很惊讶。“我昨天听说，居委会干部今天早

上要进行例行巡查工作，就赶过来了。”贾

铁飞解释道。

每天早晨对小区进行巡查，对违规摆

摊设点的人员进行劝离，这是塘东居委会

干部们的惯例。

大家巡查到小区南北主干道时发现，

前一段时间刚整治好的违规摆摊现象再次

复燃。其中，一名白发苍苍的老阿婆，正穿

着围裙在包馄饨，面前摆了一个煤气炉和

烧着开水的简易锅灶。

“阿婆穿戴整齐、干净，看上去如果不

是迫于生计不会出来摆摊。要劝她撤掉摊

子，真有些于心不忍。但是她占用了小区

主干道，阻碍了来往车辆的正常通行，对她

来说也不安全。”贾铁飞说。

贾铁飞犹豫之际，余维琴已经走了上

去。她温和地说：“阿婆，我们为了小区道路

畅通和环境卫生做了很多工作，您能把摊位

往后退退吗？”情真意切的话语打动了阿婆，

她主动退到了小区里一条人行小道上。

“这个工作做起来真不容易。遇到像

阿婆那样通情达理的还算好，遇到不讲道

理或钻法规空子的，执法难度就大了。居

委干部既要考虑法律法规、又要顾及道义

情感，真的不容易。”贾铁飞说。

上午8点30分，居委会热闹起来，信访

的，咨询的，还有来调解纠纷的。贾铁飞跟

着居委干部们一起处理这些琐事。“没想到

居委会的事情这么多，居民们事无巨细都

来找居委干部。”他说，“比如，小区换门禁

卡，居委干部要挨家挨户通知。如果有居

民没空，居委干部还得询问并跟他预约下

班后的时间，并派人专程等着。”

下午 2点，贾铁飞又跟着居委会干部

一起在小区内“巡逻”。看到有违规摆摊的

就劝离，看到有乱扔垃圾等不文明现象就

上前劝说。

直到下午3点，贾铁飞才回到商务委，

与同事们一起研讨“十三五”规划。5点30
分下班后，他还要开车回学校，给研究生讲

课、做课题研究。

尽管日程安排如此繁忙，贾铁飞仍觉

得，“浦东的干部们比我更辛苦。”

在为期两周的“下基层”活动中，6位

挂职干部各有感触。6本日记，记录了他

们的所感所思。

来自上海市商务委对外经济合作处的

挂职干部金颖，“下基层”时跟着城管塘桥

中队。“城管工作直接面对违建、无证摊贩、

群租、动拆迁等的当事人，有时涉及到当事

人的生计，容易激发矛盾和冲突。城管执

法需要依法，但是在城管依法执法过程中，

当事人对城管人员人身安全的威胁等行为

也应予以严惩。”她说。

来自复旦大学的杨新教授，看到塘桥

街道开设的慈善超市时感到很高兴。“我在

美国工作期间，全家每隔一两个月就会去

全美最大的连锁慈善超市 Good Will 购
物。”他说，“慈善超市很有意义，一可以为

慈善活动募集善款；二可以为低收入人群

提供廉价日用品；三可以物尽其用，起到保

护环境的作用。”

据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浦东实践锻炼基

地工作部门介绍，“下基层”是浦东实践锻

炼基地自 2014年以来推出的特色实践活

动。挂职干部们刚到时，浦东会为他们进

行“入区培训”，帮助挂职干部尽快了解浦

东发展历程、基本情况和岗位要求。而为

期两周的基层体验，能让挂职干部们真正

地与新区本地居民接触，也利于他们提出

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工作

建议，作为浦东基层工作的参考。

挂职不是走形式
党外人士到浦东挂职，不是走

形式，而是任实职、干实事。在近一
年的挂职锻炼期间，6位挂职干部
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作
用，收获也颇多。

在金桥管委会工作的10个月，马进已

经把自己当做了金桥人。

说起金桥这些年取得的荣誉，他如数

家珍：金桥园区是联合国亚太城市发展研

究中心授予的“亚洲十大最佳投资环境园

区”，国家环保部、商务部、科技部批准的

“国家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以及获得国

家住建部授予的“中国人居环境范例

奖”……

其实，来浦东挂职之前，马进印象中的

金桥还只是“生产加工区”。“我原以为，金

桥是个有着许多厂房、出入都是工人、环境

比较差的地方。没想到，这里居然是现代

化水平这么高的一个园区，有着宜居的生

活环境。”他说。

马进是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

授，同时兼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中国医

院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此次他挂职的岗位

是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

主任。

在学校里研究的是卫生医疗，而在金

桥挂职学的则是如何做好产业规划和园区

营商环境。到浦东工作的近一年，马进几

乎把金桥跑了个遍。分管产业处时，参与

过金桥产业规划；联系综合党委时，参加了

不少丰富多彩的活动，例如职工大比武、金

桥长跑比赛、家庭文化节等。

“金桥的规划建设，避免了过分强调经

济功能的畸重畸轻，改变了传统开发区千篇

一律的单调风格，体现了生产、生活、生态的

有机融合。”他这是马进对金桥的评价。

据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浦东实践锻炼基

地工作部门介绍，挂职干部到浦东后，区委

给他们安排的岗位工作并不是走形式，而

是真正得到实职的锻炼，并保持与区内干

部的“五个相同”，即任命方式相同，与会制

度相同，文件传阅制度相同，工作职权相

同，工作责任相同。他们所在的各挂职单

位按照取长补短、提高综合能力原则，与挂

职干部共同研究、制定锻炼计划，并及时调

整、补充计划内容，真正体现了挂实职、行

实权、出实效。

在浦东近一年间，贾铁飞跑遍了浦东

各个旅游景点。“我一直在帮一些省市区的

政府做旅游业调研。像这次长达 10个月

的‘深度调研’还是第一次。”

到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挂职，贾铁飞

接触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参与商务委主办

的“2015年上海桃花节”的组织管理。“桃

花节一共分四个片区举办，散落在浦东南

部（原南汇）四个不同的镇，四个镇跑下来、

沟通下来，才发现一件理论上非常简单的

事情，在实际操作时却很难。”他说。

举例说，桃花节要对大客流风险进行

有效管控，理论上的“最大承载量”、“瞬时

承载量”这些概念，如何落实到具体的工作

安排上，让景区工作人员明白每一项措施

的意义，却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情。

贾铁飞挂职期间，还专题负责浦东新

区旅游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和会展业发展十

三五规划的编制工作。“原本以为这是我的

专业，应该驾轻就熟，然而当站在甲方、政

府、管理者角度上重新面对这项工作时，却

发现自己不再是一名单纯的学者、研究者，

而是一项系统工程的组织者、协调者、责任

者。”他说。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主任杨

新，在挂职浦东新区环境保护和市容卫生

管理局副局长期间，把自己所研究的成果

用到了浦东环境监测上。在他的引荐下，

浦东环境监测站安装了复旦大学研究室最

先进的大气监测设备，一支院校专业团队

登上九段沙进行大气采样、做研究报告。

“第三方力量”
浦东为党外代表人士的锻炼提

供了一个平台，同时党外代表人士也
为浦东的开发建设贡献了聪明才智。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6位挂职干部以

“第三视角”为浦东发展建言献策，成为新

区的“第三方力量”。

在塘桥街道“下基层”期间，贾铁飞对

塘桥街道及新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就提出

了建议：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的作用，这样才会使社区平安、社会稳

定；要大力推进依法治国的教育宣传工作，

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开展公民意识、法制意

识教育；要加大科技投入，通过技术保障的

创新来提升社区治理的成效。

来自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分行的挂职干部陈伟庆对基层信访工作

感触很深。他在日记中写道：“信访工作人

员压力大，成为矛盾发泄的出气筒，更需要

被理解和关心。上访受益，不闹吃亏，上访

比法律途径有用，这种现象有扩大趋势。

法律不完善、补偿与市场脱节、存在议价空

间、没有制约手段等都是原因所在。因此，

对上访人员要依法依规处理，不管上访到

哪一级，都应一视同仁，不开口子，公平公

开地处理。平时保持好与居民和群众自治

组织的关系，多为居民解决实际问题，以情

动人，关键时候协调化解矛盾更有威信和

说服力。”

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的挂职干部汤心溢建议：浦东在“十三五”

的社区建设规划中，希望能更快、更广地推

进智慧社区的体系建设，充分实现互联互

通和信息共享，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创新技术成果的应用，鼓励社会各

方力量共同参与建设，从而使浦东新区的

宜居环境和社会治理水平迈上一个新台

阶。

杨新建议，浦东政府应积极扶持和培

育慈善超市，弘扬慈善与环保的理念。他

说，在国外，慈善超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已经被全社会接受，高收入阶层也以到慈

善超市购物为荣。浦东政府除了在资金、

政策方面继续支持和鼓励全社会投入到慈

善超市的建设上外，还要广泛宣传慈善超

市的积极作用，特别针对中产阶级和高收

入人群要加大宣传，提高他们捐赠富余日

用品和在超市购置货物的意愿。鼓励年轻

人和学生作为志愿者参与超市的经营和管

理工作，弘扬慈善和环保文化。

上海市“两会”即将召开，作为市人大

常委、致公党上海市委副主委，马进最近正

在写议案。“除了对医疗卫生方面的建议

外，我还打算写一份关于“互联网+”时代

如何健全法律方面的议案，这也受益于在

金桥挂职的这段经历。希望能为浦东和上

海的移动互联网发展提供参考。”

贾铁飞这两天向浦东商务委“告假”，

赶去参加徐汇区政协会议。作为徐汇区政

协委员，他在政府工作报告讨论时，提出

“徐汇区要发展旅游业，吸引更多区外、市

外乃至国外的游客来消费”。他说，“我的

建议，其实受益于在浦东的挂职经历。浦

东商务委的“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新区要

建立旅游、会展产业体系。这不仅对浦东

旅游会展业有深远意义，对上海旅游业发

展同样有借鉴意义。”

还有两个月，6位挂职干部的任期就

满了。“一年浦东人，一生浦东情。如果浦

东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义不容辞。”贾铁飞

的话说出了所有挂职干部的心声。

“第三视角”看浦东
——6名党外干部挂职记

汲取党外干部的智慧，是浦东“开门搞开发”的体现。任实职、干实事，浦东党

外干部的挂职经历，是锻炼，更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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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位党外挂职干部与
新区相关领导合影。汤心
溢（左三）、马进（左五）、杨
新（右六）、金颖（右五）、贾
铁飞（右二）、陈伟庆（右
一）

马进（中）调研塘桥街
道阅览室。

挂职干部调研前滩开
发建设指挥部模型室。
□本版供图 浦东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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