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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成浦东公益服务的生力军
□沈栖

11月22日的《浦东时报》同时刊

登了两条新闻：一个是 2016 年青年

社会组织培育和扶持项目终审会上，

72 个公益项目落地浦东，为全区 36

个街镇提供公益服务；另一个是从第

一届“浦东新区先进青少年事务社

工”评审答辩会上获悉，目前全区36

个街镇都配备了青少年事务社工，青

少年社工和重点青少年的配比达到

1:150。这两条新闻的内容各异，但

题旨则是相同的，即：广大青年是公

益服务的生力军。

近年来，浦东新区的公益服务活

动风生水起，异常活跃。如首个跨省

慈善超市项目“慈爱公益服务社”、上

海第一个旨在扶持公益性社会组织

的公益服务园区“浦东公益服务园”、

以青年社会组织为主体的“浦东惠吉

公益服务中心”等声誉鹊起。在诸多

以“汇集爱心、惠及民生”为宗旨的公

益服务活动中，随时随处都能看到青

年们的身影，他们为社会、为民众作

出了无私的奉献，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赞誉。

公益服务是社会组织为了强化

道德人格形象，立足于人道主义精神

或者构建和谐社会理念，在本职岗位

之外为公众提供的一种无偿服务。

青年人有着充沛的精力和旺盛的活

力，他们在工作之外积极投身社会，

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公众提供无

偿服务”乃是利在社会、功在公益的

实践，同时对自身也是一种锻炼和磨

砺，有利于提升素养、培养意志、施展

才华。

青年人观念前瞻，思维创新，他

们实施的公益服务往往是多元化

的。如浦东团区委自2016年10月以

来，经过调研基层 36 个街镇团（工）

委的实际需求，联合市青年家园通过

公开招标的形式，共吸引了106个公

益服务项目参与活动。仅以落地浦

东覆盖所有街镇的72个公益服务项

目而言，就涉及社区发展、文化传承、

体育健身、成长创业、科普环保等不

同类别。很显然，青年广泛参与公益

服务，将会让这一活动内容更为丰

富、形式更为多样、效果更为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参与公益

服务也是群团改革的一个方向。群

团在联系和服务群众方面有着天然

的优势。对群团组织来说，服务对

象在哪里，组织和服务就要跟到哪

里。作为党中央交给上海的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群团改革已见成效。

其改革方案的一个亮点便是：将群

团机构服务群众的工作推向窗口

化、平台化、项目化，切实履行好联

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基本职责。在

浦东新区，无论是街镇配备青少年

事务社工，还是青年深入社区一线

开展各类公益服务，都是扎实推进

群团改革工作的有效举措，不仅使

基层团组织与青年社会组织之间形

成了“伙伴式互动、引导式成长”的

关系，更是给青年人在社会实践中

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青年人是未来的希望，他们的智

慧才能、道德素养丈量着一个民族和

国家的文明水准。今天，他们是一支

公益服务的生力军，明天，他们将是

现代化国家的主心骨。

东方时评 DongfangShi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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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昨天上午，市政府副秘书长、区委副书记、区长翁祖

亮在新区办公中心会见了信德集团董事总经理何超琼一行。

翁 祖 亮 在 会 见 时 表 示 ，《上 海 市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2016-2040）》指出，“上海市至2040年将建成卓越的全球

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浦东

始终欢迎拥有国际化视野和丰富经验的文化演艺项目入驻

浦东，提升浦东的城市功能，丰富周边商务人群和居民的

文化需求，提升城市文化的影响力。目前，上海正着力打

造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创意与产业和城市的深度融合，也

将为产业转型、城市升级注入新动能。下阶段，浦东新区

将与相关监管部门做好配合工作，对接国际化标准，顺应

市场发展需求，积极推进扩大对外开放的格局。新区将继

续保持与信德集团的沟通与联系，在城市建设、提升城市

功能、发展文化事业等领域合作共赢。

何超琼表示，信德集团拥有十分成熟的商业运作理

念，有品牌公关、文化娱乐、艺术鉴赏等一系列专业团

队。希望能够与新区政府加强沟通，相互合作，帮助前滩

地区打造成高端生活、商务集聚区。

信德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72 年，是具领导地位的

香港大型综合企业，核心业务包括运输、地产、酒店与

投资等。

■本报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由云南省大理州州委书记杨宁，云南省大理州州委

副书记、州长杨健率领的大理州党政代表团昨天下午抵

达浦东考察访问。代表团先后察看了位于上海中心 22 层

的金领驿站、119 层的观光厅以及浦东新区展览馆。上海

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翁祖亮，

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冯伟与大理州党政代表团进行座

谈。

翁祖亮表示，大理州和浦东新区在区位优势、产业发

展、生态环境等方面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可以深化合作的

地方很多。比如区位优势上，大理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南

亚南方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处在国家沿边开放的最前

沿。浦东地处东海之滨，在改革开放最前沿，正在全面深

化自贸试验区建设，着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

营商环境。双方可以在扩大开放上加强沟通、共同探索。

再比如产业发展上，浦东正在推进国际旅游度假区建设，

迪士尼项目今年刚刚开园，我们在积极探索和积累管理经

验。而旅游业是大理的特色产业，有非常成熟的运作和管

理经验，双方可以加强交流、共享资源。

翁祖亮说，当前的重点是要双方密切配合，完成好新

区和大理协作五年规划的制定。今后，新区将努力做好干

部输送，把浦东有干劲、有经验、作风硬的干部选派到大

理挂职。同时做好人才输送，聚焦医疗、教育、企业经营

管理等方面，帮助培养和输送一批技术专业人才。在项目

方面，浦东将重点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助推产业合作

进一步加强，结合双方优势，开展企业结对，帮助“云品

入沪”。

杨宁表示，近年来，大理正紧紧抓住“一带一路”、长

江经济带和沿边开发开放等重大国家战略机遇，通过快速

发展旅游产业，稳步提升经济实力。同时，今年也是大理

州脱贫摘帽的第一年，全州紧扣实现4个贫困县摘帽、16个

乡镇和134个贫困村退出、9.01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的

任务，以决战决胜的勇气和担当，全力以赴打赢脱贫攻坚

战。下阶段，希望双方能够在文化旅游、创新创意产业等

领域，实现企业、产业的深度融合和联动发展。注重人才

输送与培养，变“输血”为“造血”，形成更富成效的人才

合作机制。

■本报记者 张琪 浦东报道

2016 年 12 月 1 日是第 29 个

“世界艾滋病日”。昨天上午，浦东

软件园里聚集了 200 名身穿红色

冲锋衣的年轻人，随着一声令下，

他们绕着软件园楼宇跑了近 3 公

里，跑步线路组成了一个“红丝带”

防艾标志。这是今年上海市“防

艾”健康跑活动的现场。

今年上海市“防艾”健康跑活动

由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浦东新区人

民政府主办，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

司承办。

“招募200名跑步志愿者，报名

者超过1000，这两天都忙着打电话，

跟没有入选的人说抱歉了！”浦东疾

控微信公众号“疾控U健康”是此次

活动的报名渠道，“小编”来不及打

电话，动用了很多好友来做志愿者。

浦东疾控中心副主任肖绍坦

说：“每一名跑者就是一名防艾宣传

员。”他透露，接下来还将开展高校

艾滋病知识巡讲、艾滋病病人/感染

者慰问，并在公交站投放艾滋病宣

传广告、拍摄反歧视宣传片等。

据了解，目前新区艾滋病疫情

处于低流行水平，新报告病例和在

管病例数较去年略有增加。根据

防治工作重点，新区进一步规范感

染者随访工作下沉社区机制；开展

VCT/PITC 门诊及性病门诊干预

工作；充分利用示范区工作平台，

积极发挥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作用，全面开展艾滋病综合

防治示范区创建工作。

上海“防艾”健康跑奔进浦东软件园

昨天上午，200名跑步志愿者参加了“防艾”健康跑。 □徐网林/摄

翁祖亮会见
信德集团董事总经理

翁祖亮与杨宁率领的
大理州党政代表团座谈

浦东大理将深化合作

■本报记者 张琪 通讯员 周雪

往返飞行 600 公里，历经 4 小

时，昨天，一架医疗机构直升机，成

功将一名突发脑溢血的 71 岁上海

老人李先生从浙江象山转运至东方

医院抢救。这是东方医院中国国际

应急医疗队执行的首次航空医疗转

运任务。

日前，李先生在浙江象山游玩途

中突发脑溢血，被送入当地医院抢

救，由于病情危重，李先生陷入重度

昏迷。家属强烈要求将其转运回上

海，但由于病人病情严重，从象山到

上海路途遥远、颠簸，突发状况、二次

伤害难以预料。病人家属辗转向东

方医院及与其合作的金汇通航寻求

帮助，希望可以航空医疗转运。

通过远程会诊，东方医院神经外

科、神经内科及重症 ICU 医生迅速

对病人病历进行了评估、了解，制定

了脑溢血病人的航空转运应急措施，

并调遣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的医生

庄仲伟与护士高彩萍携带相应药品，

随机往返运护。

昨天一早，在东方医院南院停机

坪上，医生、护士、直升机准备就绪，

螺旋桨开始慢慢旋转，历时一个半小

时，飞机抵达浙江象山当地医院，庄

仲伟、高彩萍与当地医护顺利交接，

将病人转至机上。

高彩萍介绍，在急救脑溢血病人

时，应让病人平卧，下肢略抬高约 15
度到20度，头部和躯干略抬高，保持

呼吸道通畅，同时抬起病人下颌，使

头部最大限度后仰，偏向一侧。伴随

着飞机升空，机内会出现强烈缓冲压

力，为防止病人颅压受到影响，庄仲

伟与高彩萍时刻关注着病人呼吸、脉

搏的稳定，同时采用心电监护仪和呼

吸机等对病人生命体征进行评估，使

用静脉推注药物持续注射，以维持心

率血压和呼吸。此前，他俩曾多次配

合执行昆山爆炸案等急救转运及现

场救治任务。

12 时，病人安全抵达东方医院

南院停机坪。等候多时的医护人员

通过绿色专用通道迅速将病人送至

神经外科 ICU，对病人进行全面检

查，包括病人脑内、血液、肺部等情

况，初步判定病人丘脑出血破入脑室

压迫脑干，导致重度昏迷，之后将对

病人进行评估，根据病人体征，采取

相应治疗等。

相较于传统地面交通转运，航空

转运速度快，不受交通限制，能满足

危急重症伤病的需要。此次，为李先

生提供转运的医疗机构直升机服务，

机上配备了相应的医疗设备，保证伤

者生命体征平稳。

上海老人突发脑溢血

国际应急医疗队完成首次航空转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