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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耿洁玉 通讯

员 朱伟芬）
!"#$年，上海图书馆的

品牌产品———“上图讲座”迎来了
$%周年纪念。日前，来自长三角各
兄弟馆、全国部分省级图书馆的同
行汇聚一堂，举行“长三角城市图书
馆讲座工作座谈会暨讲座图书馆开
通仪式”，共同探讨公益讲座的发展
与创新之路。

上海图书馆以讲座为特色的
“数字图书馆”在 $%周年之际成功
开通，开启了行业合作共享的新篇
章。“微讲座”、“广播版”等创新听讲
方式将在“数字图书馆”一一呈现。
全新视听概念的“微讲座”，短小精
悍、见微知著，是上海图书馆对“上
图讲座”的再度深加工，从 &""多部
“上图讲座”中，遴选出最精彩的片
段，把讲座音频视频上传到官网
（'''()*+,-./0(01-），以最快的速度、
最少的时间让读者走近名家大师。

有关负责人介绍，“微讲座”由
专业策讲团队遴选优质讲座中最
发人深省、最具启发性、最前沿激
荡的思想火花、人生箴言，分门别

类加以标注；或把一场系统完整的
专业讲座剖解成若干部分，听众可
根据个性化要求，直接点击最想听、
最想看的内容，是丰富现代社会听
讲形式的创新实践。目前已经完成
《王蒙：思想的享受》、《周国平：幸福
的哲学》、《曹可凡：中国的文人情
怀》等首批经典讲座的“微”制作，预
计将有 !2部左右的经典“微讲座”
将在一个月内与读者见面。

此外，“上图讲座”将再次推出
“大家讲坛”，邀请国内外知名“大
家”，与市民“大家”共享文化的愉
悦。据悉，3月 3日，中国科学院院
士、同济大学校长裴刚教授和中国
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
主席、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王安忆教授也将十年再聚首。十年
前，他们以《科学与人文的交融》为
题进行了一场科学家与作家的精
彩对话。十年后，这一场科学家与
作家的对话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
花呢？此外，名师大家将一一亮相，
为听众呈上一道道精彩绝伦的饕
餮文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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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业心态铺垫产业未来
徐汇久久关爱热线962899开通一年，受益老人四万余人，278人获得紧急救助

“疙瘩”老人
从此不煲“电话粥”

家住番禺路的陆老伯在街道里
有些“名气”，因为他喜欢找老龄干
部“煲电话粥”。陆老伯是盲人，又是
孤老，生活中的种种不便和需求可
以想见。自从作为政府“托底”的
%"""位老人之一、免费享受关爱热
线服务以来，“煲电话粥”的习惯一
去不返。
上海友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高强告诉记者，第一通电话，
陆老伯打来想要一条棉毛裤，希望
“久久关爱”代为购买，尽管老人语
焉不详，但客服还是本着多多准备、
供其挑选的原则帮他反复比较，最
终以极优惠的价格把一条厚实的新

棉毛裤送上了门；第二通电话，老伯
家里冰箱坏了，客服立即联系上门
维修，手到病除；第三次，老人发现
家里老鼠“出没”，再次拨通电话求
助，客服联系居委上门送老鼠药、老
鼠夹，最后还联系了专业灭鼠机构，
几经辗转帮老伯清剿了鼠患。从此，
陆老伯和这个“有求必应”的平台之
间就建立起了信任。按照服务内容，
客服每天都会打电话问候老伯，与
其他平台一个最大的不同，久久关
爱热线的客服都是上海人，都讲上
海话，也从来不报那些老人记不住
的工号，就报自己的小名“毛豆子”、
“囡囡”、“阿蔡”，每天问候也结合时
令，好比“明朝冷空气来了，要注意
添加衣裳哦”，“这两天黄梅天，气压
低，陆伯伯要多喝水，屋里厢要多通
风”……都说老人是“老小孩”，有时
顽固，有时难缠，其实他的潜台词可

能就是需要你多点关注、多点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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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
$7%

天不间断守候

为老服务平台最讲究 !6小时
$7%天安全保障，设备和系统的可
靠性事关人命。为此，久久关爱平台
的光缆和备用电设计都至少有两套
以上方案。不久前的一次电力故障
中有两路电同时出问题，这是公司
成立三年后碰到的头一遭。一方面
赶紧启动蓄电池备用电，一方面与
合作伙伴中国电信南区局联系，按
照预案向他们借用设备发电，没想
到当天南区局的发电设备也发生故
障，就在电力部门紧急抢修的当口，
平台客服给所有用户发送短信提
示。6%分钟后故障修复，蓄电池的
备用电还可以工作，但公司管理层
已经一头冷汗，“索性自己再买台柴

油发电车，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高强说。硬件重要，软件更不含糊。久
久关爱有一项“898紧急呼叫”服务，
老人只需按下话机上的“898”键，即
可在第一时间获得救助，并及时通知
家人。区民政局老龄工作科科长周凤
萍告诉记者，纳入政府托底的老人，
在平台的数据库中，建立了子女亲
属、结对志愿者、居委老龄干部三个
层面的“关爱网”，确保遇到意外事件
时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

去年 $ 月份，家住虹梅南路
5!7弄的陈阿婆就经历了“惊魂一
刻”。早上起床还好好的她突然感觉
呼吸困难，平台客服接到了紧急呼
救，“阿婆勿要吓，侬的电子病历显
示侬有冠心病，我现在帮侬打 5!4

好伐？”没想到陈阿婆不要 5!4，要
客服联系她女儿上门，客服立即拨
打老人家属电话，却始终没有应答，
于是当机立断拨通陈阿婆结对志愿
者的电话，请他上门照看并劝说就
医，同时拨打 5!4，并再次回拨电话
劝说陈阿婆及时就医。5小时后电
话回访，得知陈阿婆顺利住进了医
院。她女儿事后打来感谢电话说，幸
亏客服不厌其烦地劝说，还有志愿
者耐心的陪伴，医生说再耽搁一会，
老人命都要送掉了。

目标客户一致促合作双赢

以优质、低价、便捷为定位的
久久关爱为老服务平台运行两年，
得到了区域内众多老人的认可和
欢迎，区民政局也因在上海率先运
用科技平台落地为老服务理念而
获得褒奖。回顾当初的合作，区老
龄办副主任李成伟表示，平台运作
的专业、规范、市场化是吸引合作
的关键因素，作为政府的托底保
障，平台体现的社会公共资源、政
府资源、社会服务供应商资源的整
合力量形成强大的后台支持，同
时，作为一家驻扎徐汇的企业，其
近水楼台优先发展的客户恰好与
政府想要服务的客户重合，所以双
方一拍即合。尽管由于先期各项投
入成本大，加上因为坚持品质、让利
于民，久久关爱不像其他平台那样
向服务供应商收取加盟费和接单
费，至今仍处于投入阶段，但他们看
好政府部门为老服务的经验和“夕
阳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未来。周凤萍
告诉记者，平台的服务他们可以实
时监听，随时沟通意见，时刻关注平
台的运行质量，为了让客服尽快进
入“角色”，他们还帮助安排新人上
岗前到养老机构实习。也正是在他
们的建议下，平台最初“一厢情愿”
的一整套服务如今也被细分为 56

个 54元、!4元、$4元不等的可定制
套餐，提供给不同需要的老人和他
们的家庭。 记者 张文菁

养老服务也能像手机套餐那样按需选择?即使孩子不在老人身边，也有强大支持系统响应维

修、就医、关心、救援、购物等一应生活需求，甚至速度更快、信息更全、资源更强大？这样的为老服

务平台并非梦想，徐汇区民政局在思考“9073”养老格局中，除了为7%的老人在社区养老、3%的老

人在机构养老创造条件之外，如何让占比最大的90%的老人实现安心的居家养老？经过多方调研、

考察，与上海友康合作的久久关爱为老服务平台于2012年7月正式开通，运行一年，“牵线搭桥”

服务为7611人次的老人提供了包括维修、家政、理发等在内的日常生活帮助，“主动关爱”每月为

4500余名独居困难老人提供提示、祝福、关照、精神慰藉等服务，共计266348起，“SOS紧急呼叫”

共为278名老人实施了紧急救援和应急救助服务，成功率达100%。

“上图讲座”35周年名家汇聚
数字式“讲座图书馆”写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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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宋悠悠 记

者 张文菁）
7月 !7日，区双拥办、区

民政局召开优抚志愿者团队成立大
会，区委副书记李子骏，区委常委、副
区长谢坚钢，市双拥办副主任、市民
政局优抚处处长焦连哲出席大会。
今年区双拥办、区民政局通过

政府公益服务招投标平台，积极引
入社会组织参与优抚服务工作，首
次将“徐汇区优抚对象综合服务公
益项目”面向全市社会组织公开招
标，并由上海海布社工师事务所，联
合体验之路公益服务中心、爱心云

社工师事务所三家社会组织成功中
标。该项目有三项服务内容组成：一
是为重点优抚对象开展精神慰藉关
爱服务；二是为重点优抚对象、军休
干部建立医疗健康档案，配备家庭
医生提供医疗服务；三是为部分高
龄优抚对象提供居家养老服务。根
据项目要求，徐汇区招募组建了一
支 644余名由社区居委民政干部、
楼组长、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志愿者、
专业化社工师组成的徐汇区优抚志
愿者团队。会后，优抚志愿者开展了
首次项目培训。

我区召开优抚志愿者团队成立大会 ! ! ! !

这几天，人们热议的有两件大

事：一是棱镜的主角斯诺登，二是

我国部分城市、银行和行业出现的

“钱荒”（官方名称叫“流动性短

缺”）。而我是把这两件大事一起考

虑的，并认为期间有因果关联；我

区金融机构负责人理应加以警觉。

对于斯诺登的出逃，美方认为

直接损害了其核心利益。外交交涉

未果，又无法投入硬实力，软实力

就登场了。于是，上周中国内地股

市、香港股市以及俄罗斯股市都因

“热钱”大规模撤退而出现“过山

车”行情，这是今年的第一波较量。

我国央行迅速应战：为保持货

币市场平稳运行，已向一些符合宏

观审慎要求的金融机构提供了流

动性支持。央行的公告还称：当前，

全部金融机构备付金约为
5:%

万

亿元。通常情况下，全部金融机构

备付金保持在六、七千亿元左右即

可满足正常的支付清算需求，若保

持在
5

万亿元左右则比较充足，所

以说，当前流动性总量并不短缺。

也就是说，央行保持着宏观调控金

融市场的足够能量和活力。

因此，对于周一
;

股市场上演

的“过山车”行情，有媒体就表示

“有些反应过度”。但我认为毕竟打

了个很响的“喷嚏”，其诱因也是值

得警惕的。幸亏我国是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人民币还尚未实行自由兑

换；否则发生在韩国、印度尼西亚

等类似实力一般又“彻底自由兑

换”的国家，“流动性短缺”恶化为

“流动性陷阱”并全面演化成为“中

等收入陷阱”，也就是几个月到一

年左右的时间段；而期间，“过山

车”行情会不断地反复出现。而“热

钱”的下一波攻击点，极有可能是

网银业务比重较高的我国股份制

银行。这一点，也请有关读者加以

预警。

!作者系区政协委员"上海社会

科学院#上海民生发展报告$主编%

梦想徐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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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多年的施工，建业里已经显现新貌，这片饱经历史沧桑还保留石库门元素的老房子，在徐汇新一轮的

发展中，又将重新展现出其经典的魅力。 雷明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