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通“最后一公里”
零 距 离 服 务 群 众

暑假伊始，天津一家拓展训练机构开设青少年野外拓展训练营。参加第一期
夏令营的 36名营员最小的 7岁，最大的 18岁，在 5天的时间里离开父母和舒适
的城市生活，走进京、津、冀等地的山区户外露营、徒步越野，在“吃苦”的过程中增
强自己的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磨练意志，收获成长。 新华社 发

侯营镇党员干部签订整治
“会所中的歪风”承诺书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抵制“四
风”，7月 3日，侯营镇全体党员
干部签订整治“会所中的歪风”
承诺书。

通过签订《承诺书》，使全镇
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会了相关

规定的明确要求，督促引导单位
党员干部远离不健康的活动场
所和生活方式，做到廉洁守纪、
拒腐防变、以自觉的行动树立党
员干部的良好形象。

(本报记者 刘颖
通讯员 魏璇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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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多视角呈现先进典型生动形象 让核心价值观融于心践于行
日前，3位来自基层一线的同

志，走进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学习
会会场，围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
为党员领导干部上了生动一课。

“80后”公务员陈维，在浦东
海事局危管防污处工作，被誉为
上海港“女福尔摩斯”。她说，

“爱国”就在履行的职责里，在日
复一日、看似平凡而又枯燥的工
作中。

静安优秀城管董之益，在工
作中遭受过谩骂，流淌过鲜血，
也赢得了称赞。在他眼里，“城
管执法是一种担当，肩负社会法
制的培养教育；是一股能量，化
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表
达。”

普陀区中心医院副院长张兴
儒，发起组织了“慈善光明行”
民间公益活动，8年来免费义诊
患者 9587人，为 1092位眼疾患
者免费手术，帮助他们恢复光
明。他信奉，“每个人的心底都
蕴藏着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
感，能将之激发出来，就能拥有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深厚土壤。”

课毕，掌声热烈。听基层一
线工作者“上课”，是上海党员
领导干部深入学习和感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方式。

“上海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工作做得更细、更
实、更深入人心，努力在这方面
走在全国前列。”今年 5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上海视察时作出指示。
贯彻落实总书记的指示精神，上
海在行动———

让典型可直抵心灵
【镜头】 周末中午，桃浦镇莲

花公寓居民区书记梁慧丽家里炖了
一锅汤，端一份给社区居民老朱。

“谢谢阿姐！”老朱要感激的，又何
止一碗汤。他曾在外漂泊多年，回
到自己原先居住的社区时穷困潦
倒，孑然一身。梁书记帮他解决户
口、落实医保、找了工作。

采访梁慧丽时，随着一个个细
节的再现，不少记者眼眶湿润。梁
慧丽是今年以来上海宣传与弘扬的
众多典型人物之一。上海充分发挥
新闻宣传、理论宣传、社会宣传、
文艺宣传的整体合力，全方位、多
视角呈现先进典型的生动形象。

好的典型宣传，可以直抵心
灵。

闸北区居民区书记谌静珠，面
对小区“停车难”，8年来内部挖
潜拓宽道路 19条、新增停车位
200多个；外滩街道社区事务受理
服务中心副主任李稚嘉，面对前来
办事的群众，掏心掏肺替别人着
想，爱揽分外事；闵行区社会福利
院院长陈方，要求员工把院里的老
人看作自己的父母，还教给他们一
套秘籍式的“小动作”———像儿女
一般，适时捋捋老人的头发，或者
为老人扣上一粒扣子。小小的举
动，让老人们倍感温暖……培育和
践行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在落细、
落小、落实上下功夫，把核心价值
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动
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
它。

典型人物和凡人善举，交相辉
映。市委宣传部组织报纸、广播、
电视、网络等媒体，开设“中国

梦·基层好干部”专栏，以每周一
期、大篇幅深度报道的形式，大力
宣传基层干部典型代表。

各区县、企事业单位也“星光
灿烂”。

黄浦区以先进典型为原型，制
作微电影，通过社区播映、网络展
映、微博宣传等方式，传递正能
量。浦东新区将近年来涌现的 80
位追梦人、创业人、好心人的故事
汇编成册，推广学习。

嘉言善行是最好的宣示
【镜头】 “七个兄妹，三套房，

谁拿好呢？”一场“主题重大”的
家庭会议在贺家召开。贺家在市中
心的老房子动迁，分到浦江镇的三
套房子，总面积达 260多平方米。
兄妹们商定，分房考虑最大的因素
是，谁为家庭作的贡献大，哪种分
法能为亲情加分。于是，一套 102
平方米的房子分给了老六，因为父
母退休后的十几年，都是在老六家
度过的。另一套 102平方米的房
子，分给了最小的妹妹，她放弃了
去国外与子女团聚，留在上海照顾
老人。一套 6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
分给了需要“支援”的老二。不到
15分钟，分房问题就解决了。

每个人的嘉言善行，就是核心
价值观的无声宣示，也是道德伦理
的最好说服。

怎样才能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
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如何才能找
到全体社会成员在价值追求中的最
大公约数？市委宣传部会同本市
17个区县的宣传部门，部分高校
和企事业单位，通过入户进村随机
访谈、现场座谈、问卷调查等形
式，广泛调查。

调查显示，73.9%的群众强调
要孝老爱亲，传承“好家训、好家
风”；63.7%的群众认同要助人为
乐，关心邻里，投身志愿服务活
动；62%的群众强调要诚实守信；
55.8%的群众强调要爱岗敬业，乐
于奉献。

专家学者和市民群众纷纷提出
真知灼见。对一些社会现象，受访
的专家和群众也有深入思考。契合
群众期盼，针对现实问题，上海培
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将不断深入。
加强引导教育，倡导崇德向善，使
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市民的精神追
求，外化为实际行动，做到明大
德、守公德、严私德。上海将充分
发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
志气、涵育文明的作用，继续开展

“征集好家训、评议好家风、寻找
好家庭”系列主题活动；同时深入
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
治理，积极推动诚信建设立法。

聚焦重点人群落细落实
【镜头】 上海交大“毕业远航”

教育大会上，播放一则纪录片，不
少师生含泪观看。纪录片的主角名
叫黄亮，2002年考入交大计算机
专业。入校第二年，在交大首批选
拔国防生时，他自愿报名成为一名
国防生，立志报国。毕业后，他被
挑选到总装备部某基地工作。
在部队，他表现出色，先后
13次参加远洋任务，为航天
远洋测量事业作出贡献。今
年 5月，黄亮因患病不幸离
世。去世前，他决定把全身
所有器官捐献给社会。

今夏，又一届高校毕业
生挥别母校，许多校长 将

“最后一课”的主题词聚焦“践行
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心中
“生根”，青少年才能“扣好人生的
第一粒扣子”。

聚焦领导干部、公众人物、青
少年、先进模范等重点人群，契合
不同群体的特点，上海将培育和践
行核心价值观工作落细落实。

上海把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纳
入各级党委中心组学习计划，纳入
干部教育培训内容。结合优秀党
员、先进基层党组织评选等活动载
体，在领导干部中大力弘扬核心价
值观。以政治认同、国家意识、文
化自信、公民人格为重点，上海构
建分层递进的大中小学德育内容体
系，推动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
结合的教育网络。充分发挥各人民
团体、行业协会、新社会组织的作
用，引导科学、艺术、体育、演艺
等领域德才兼备的公众人物，积极
参与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相关活
动，形成示范效应。先进模范的发
掘和弘扬也将继续深化，更好地形
成示范效应。

聚沙成塔，垒石成峰，水到渠
成，上海倡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化在心灵里、体现在行
为中。 (摘选)

张炉集镇“四个坚持”
做好“四德工程”

本报讯 张炉集镇在现有工
作的基础上，不满足、不懈怠，把
握“四个坚持”，不断把“四德工
程”建设向更高层次、领域拓展
延伸。

坚持“行动合一”的重要导
向。引导群众把道德观念内化为
自身修养，让每名群众从身边小
事做起，从一言一行做起，让道
德的力量蔚然成风。

坚持“虚功实做”的思维方
式。注重把道德建设的标准要求
向制度规范延伸，变践行道德的

“务虚”为遵守规章的“务实”，变
“软约束”为“硬要
求”，通过虚功实做、
定性定量，提高社会
各界践行道德、评价
道德的针对性、可操
作性。

坚持“百花齐放”

的生动局面。积极创新丰富“四
德工程”建设的宣传、教育、引导
的方式方法，完善平台载体建
设，广泛宣传，让广大群众耳濡
目染，积极参与和行动起来。

坚持“统筹兼顾”的推进方
法。坚持统筹兼顾、相互结合，把
思想道德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
生态文明建设、基层组织建设、
优化发展环境等有机结合起来，
切实让道德建设的成果体现在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上。

(本报记者 李念辉
通讯员 李乐云)

“便民连心卡”增进干群“鱼水情”
本报记者 刘颖 特约记者 李洪广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
来，柳园街道豆营社区为更好地方便
群众办事、密切干群关系，把群众诉
求与干部责任“联”在一起，把群众
所想和干部所为“系”在一起，专门
印制了“便民连心卡”，努力实现群
众办事“零障碍”、服务群众“零距
离”。

居民办事更方便
7月 2日，67岁的社区居民周霞

老人接到“连心卡”高兴地说：“好
啊！好啊！有了这张‘连心卡’，以
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咨询社区时，坐在
家中打电话就行了!”

71岁的社区居民李东俊年轻时
因工伤导致腿部残疾，行动不便，近
日，他家里的水管坏了需要维修，他
拨打了“连心卡”上的服务电话，社

区联系志愿者赶到了李东俊的家里，
帮其把水管修好。老人激动地说：

“谢谢你们，‘连心卡’真管用!”
卡片虽小，却拉近了社区和居民

之间的距离。“连心卡”正面标明了
社区办公电话，背面印有承诺服务项
目。群众通过一个电话，就能把搞不
清、弄不准、吃不透的事查清弄准、
问明办好。

连心卡架起“连心桥”
据社区杜书记介绍，近几年来，

辖区里居住着不少老年居民，有的子
女不在身边居住，有的则
是孤寡老人，生活上均需
有人照料，都成为困扰社
区和居民的大问题。

记 者 在 采 访 中 了 解
到，社区“连心卡”的发

放得到了广大居民的赞扬，他们纷纷
表示，有了连心卡，找社区问点事情
就不必跑到社区去了，到社区办事也
不会跑冤枉路了，这才是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具体体现。

对此，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发放
“连心卡”只是社区提升服务的开端，
要让居民群众真正信赖连心卡，就必
须在长期的服务中把工作做细、做
透，真正地帮助他们去解决实际困
难，让他们深深地感受到“难时也有
人帮”。

区质监局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
本报讯 7月 10日，区质监

局召开全体党员干部职工会议，
组织学习区委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做好近期几项重点工作的通

知》的文件精神和对照检查材料
审核要点。根据文件精神，该局
对党员干部职工撰写对照检查
材料提出了具体要求。
（本报记者李可新通讯员陈红梅）

古楼街道勤俭
节约蔚然成风

本报讯 古楼街道努力降低
行政成本，形成厉行节约、反对铺
张浪费的良好风尚。

加强宣传教育，促使节俭风
气普遍化；加强经费管理，促使财
政支出合理化。街道所有经费统
一管理，做到支出透明；加强节能
减排，促使资源利用最优化。充分
利用网络办公自动化系统，加快
推进无纸化办公，减少纸质文件
材料的印发和传递。同时严格打
印、复印程序，机关内部打印、复
印资料由专人负责；加强监督检
查，促使作风建设长效化。截至目
前，共组织检查 10余次，以确保
厉行节约、压缩开支的工作目标
顺利实现。

(本报记者 李可新
特约记者 朱健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