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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难求”的社区学法大讲堂
田林社区司法所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深入人心

! ! ! !为满足社区居民的学法需求，早
在 !&&$年，田林社区司法所创办了
田林法制学校，以贴近群众的教学内
容和通俗易懂的教学风格深受群众
认可。如今，法制学校每年春、秋两季
的 !'堂法律课场场爆满，每堂课出
席人数在 #(&人以上，参加学习的学
员中有八十多岁的老人、三十几岁的
青年，还有十几岁的学生，许多其他
社区的居民也慕名前来，一时间，田
林法制学校成为远近闻名的“一座难
求”的社区学法大讲堂。

社区法制学校要从社区群众的
实际需求出发，为此，田林社区司法
所针对学法内容、频次等在居民中
开展调研，获得了第一手的数据。学
期初，司法所充分听取学员对本学
期课程安排的意见，由学员“选课”；
每堂课后，在学员中开展满意度调
查，由学员作“教学评估”。以学员需
求为出发点的调研为教学计划的制
定、授课老师的确定、课程形式的变
化等提供了依据。

为逐步提高法制学校的规范化
程度，田林社区司法所建立了规范
的教学制度，包括：规范课时，实现
从不定期上课到每年春秋两期共
!' 堂固定课时的转变；固定师资，
实现从流动的师资队伍到相对固定
的师资队伍的转变。除了结对律师，
司法所还积极拓展师资队伍，主动
联系本区的法官、检察官，以及社区
的法律服务工作者等，邀请他们来
授课。目前，法制学校的教学队伍发
展到二十余人。发动学员开展自我
管理，由学员自己选出班委来负责
学习秩序管理工作，比如组织签到、
发放材料、装订讲义等。学员们还自
发组建了一套编辑班子，创办了一
份属于这个课堂的小报。

司法所的工作人员还在丰富课
堂形式上下足了工夫。每堂课上都
设有互动环节，讲课人为学员提供
相关主题的法律咨询；在学期末，司
法所会组织一场“学员交流论坛”，
由学员畅谈学法心得，交流学法思

想；司法所还在课堂上举办“模拟法
庭”活动，邀请区法院的法官作技术
指导，学员们围绕一个案件展开庭
审辩论，在模拟场景中进一步巩固
学法效果。而名为《大家学法》的小
报，则成为学员们学习法律知识、交
流学法心得的有效载体。《大家学
法》小报的现主编邢锡文是一位 ')

岁的老人，校对者陈麟源也有 '$岁。
!&#&年，他们在听了法制学校的每
一堂法律课后，主动向司法所的工作
人员提议，办一份小报，固化课堂知
识，交流学习心得。司法所大力支持，
协助召集了几名学员做编委，共同
确定刊名，做好各项后勤保障工作。
自此，每堂课前，学员都能拿到一份
小报，有这堂课老师的讲课提纲、下
堂课的课程预告，还有课程相关的
案例解析和学员的学法心得等。

十年来，田林社区法制学校共
举办法制讲座 !#( 次，约有 !('(&

人次的社区群众在这里接受了法制
教育。

! ! ! !让芭蕾走进大众，让长期以来
观众方的“单项接收”转变为观、演
双方的“互动”。) 月 !& 日，上海芭
蕾舞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辛丽丽，
把练功房“搬”入市二中学礼堂，为
天平社区居民举办《海派芭蕾》讲
座，揭秘“脚尖艺术”。

“上海芭蕾舞团诞生于 #*%*

年，她的前身为民族芭蕾舞剧《白毛
女》剧组。四十多年来《白毛女》成为
尝试芭蕾舞民族化的重要作品之
一，为上海芭蕾舞团的建立奠定了
基础。”+*%$ 年进上海舞蹈学校的
辛丽丽对上海芭蕾舞团有着深厚的
感情，芭蕾舞造就了辛丽丽，也使她
视芭蕾艺术为生命。“非常感谢市文
广局和天平社区搭建的平台，给了
我一次普及海派芭蕾的好机会。”她
说：“之所以选择天平，是因为这里
浓郁的艺术氛围、人文气息与所要
讲述的主题非常契合。”

“一袭白纱，一双舞鞋，芭蕾舞

表现出超凡脱俗的美。如临仙境的
神秘感，也让芭蕾艺术与日常生活
产生距离。”作为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中国最耀眼的芭蕾舞明星之一，
辛丽丽先后在芭蕾舞剧《天鹅湖》、
《吉赛尔》、《唐·吉诃德》、《罗密欧与
朱丽叶》、《白毛女》、《雷雨》等中担
任主角，数次在国际芭蕾比赛中获
奖，“粉丝”众多。如今，脱下舞鞋多
年的辛丽丽担负起了普及芭蕾艺术
的使命：“要让芭蕾艺术的受众越来
越多。”

当天的舞台成了上海芭蕾舞团
的练功房，讲台就是把杆。手位、脚
位，腿的伸展、打开以及划圆圈……
随着辛丽丽的讲解，三位年轻的芭
蕾演员为观众们展现了“开、绷、直、
立”练习芭蕾四字要诀和芭蕾艺术
中最具代表力的“哑剧”表现手法。

“《花样年华》是一部具有海派
味道的作品，石库门前舞旧事，老歌
声里忆华年，在与芭蕾舞的绝妙结

合下，将上世纪 $"年代的老上海风
情演绎得淋漓尽致。”结合芭蕾舞剧
《花样年华》与《简爱》的演出视频，
辛丽丽向观众们解析芭蕾艺术，将
海派芭蕾的魅力呈现在大家眼前，
并且亲身示范，将中西芭蕾艺术的
各自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

直观生动的讲座受到居民的热
烈响应。“几岁开始练习芭蕾最合
适？”、“是否人人适合练习芭蕾舞？”
辛丽丽一一作答：“所谓‘海派芭蕾’
就是要用文化底蕴创造更多有民族
特色的作品来打动更多观众。”社区
居民刘阿姨说：“最喜欢看辛老师跳
的《天鹅湖》，以前只能是电视上看
看，这次看到真人了，还这么近，难
得、难得。”

精美的芭蕾舞鞋和那轻盈的舞
步背后隐藏着舞者们的付出与汗
水。高贵、优雅的芭蕾艺术对每一位
表演者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三长
一小”的身体比例，漫长的培养周

期，让无数喜爱芭蕾的爱好者们望
而却步。辛丽丽说：“芭蕾舞者最好
的‘朋友’是地板与把杆，芭蕾有着
它独有的审美规范，对于表演者而

言，这是台下日复一日的磨炼；对于
观众来说，唯有熟悉了这套规范，才
能够打开欣赏芭蕾的大门。”

记者 吴梅

上芭练功房“搬”入社区
辛丽丽揭秘“脚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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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梅 通讯

员 石薇薇）上海长途客运南站暑
运工作 ) 月 !' 日启动，至 * 月 +"

日结束。长途南站官网 ,,,-./01-02/

提供中文和英文版本的网上售票系
统为旅客出行提供方便。

据预测，上海长途客运南站今
年暑运的日平均客流将与去年基本
持平，预计长达 %(天的暑运将发送

旅客 +%)万人次，旅客吞吐量将达
到 $(&万人次。

暑运客流高峰向来是儿童出行
的高峰，因此，南站方面将继续执行
以往对携带免票儿童乘长途汽车需
要申报盖章的惯例，涉及 ) 个省 $!

个方向。为确保不超载，南站官网将
同步停售此 $!个方向的车票，旅客
如需购买只能前往车站窗口。

上海长途客运南站暑运开启
免票儿童需申报

! ! ! !

本报讯 （记者 许晓红）体
检卡、文化卡、体锻卡、交通卡、旅
游卡，你奉献我送卡，徐家汇街道
首次在社区尝试启动志愿者激励
机制，由徐家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上海电力公司供电服务中心、
徐汇区游泳馆、申通地铁公司和上
海旅游集散公司提供 ( 种服务体
验卡，在志愿服务时间 (& 小时以
上的 ++** 名志愿者中，以现场抽
奖的方式产生百名志愿者获得这
些奖励。

“志愿者行为提倡的是不取报
酬的义务奉献精神，但我们是想通
过小小的激励机制，营造社会肯
定、关心和尊重志愿者的氛围，这
也是弘扬志愿者精神所需要的。”
街道党工委书记顾锡培表示。

近年来，随着文明城区建设和
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召开，
志愿者活动在徐家汇社区蓬勃发
展。“在这边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
朋友，大家来自不同的学校，但是

有一个同样的理念，成为一名志愿
者，快乐地为大家服务，每当游客
对我说谢谢，感到非常欣慰。”上海
商学院学生秦奋是一名徐家汇源
34 景区志愿者，负责景点外围的
讲解。他专门学习了徐家汇的历史
文化，熟记了数十页导游词内容，
克服了一开始的紧张和害羞，在志
愿服务感受到快乐。上实大厦于
!&&( 年 $ 月成立了白领之家，每
家公司派出 ! 名志愿者，参加志愿
者培训，每天早上 ' 点半至 * 点
半，志愿者协助保安一起维护电
梯排队秩序。每家公司还放了 !

块“跟我来”的牌子，一旦发生紧
急情况，志愿者会高举这块牌子，
带领公司员工有效疏散。南丹小
区平安志愿者周玄德老伯年逾古
稀，每天坚持带着小区巡逻队队
员在小区巡查，为小区平安贡献
力量。

据统计，徐家汇社区现有各类
志愿者 +!&&& 余人，他们中有社区

居民、社区单位、青年白领和大学
生们，活跃在社区党建、文明创建、
绿色环保、帮困助老、治安巡防以
及旅游文化等领域，成为社区建设
的重要力量。去年，街道探索成立

“徐家汇公益圈”志愿服务模式，把
关爱他人、关爱社会、关爱自然作
为核心服务内容，今年在此基础
上，整合志愿服务的对象、内容和
项目，打造“七彩志愿服务圈”，设
置了文明、环保、旅游、平安、关怀、
文化和宣教七类服务圈，每类服务
以一种颜色为代表，设一个服务基
地，建一批志愿者队伍，从基地向
外辐射，把“公益随手、爱心随时”
理念贯彻到每个具体的志愿者活
动中。

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吕晓慧表
示，希望通过志愿者的力量，共同
努力达到文明与经济同步发展；也
期望徐家汇公益圈“圈更大、圈更
亮”，感染更多人参与进来。

徐家汇志愿者有你有我
5种服务体验卡尝试形成激励机制

! ! ! !

本报讯 （记者 陆翔）
) 月 !(

日，区委宣传部、区卫生党工委、龙
华街道党工委等领导共同点亮“徐
汇区 3&& 5*!+$ 5+!" 心理援助热
线”678 启动球，此举也标志着徐
汇区“心理卫生进社区”活动正式启
动。

据悉，“一米阳光、关爱生命”志
愿者服务团队是由一支具有临床心
理学专长的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
师，接受过心理卫生专业训练的心

理咨询师和社会工作师所组成的，
他们将深入徐汇区的 +$个街道镇，
通过专题大讲座、社区居民小讲课、
主题宣传等形式，普及心理健康常
识，推广科学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
心理卫生知识，提高居民的心理素
质，增强居民自我调控和适应社会
的能力，最大限度满足社区居民心
理卫生健康需求。启动仪式后，东方
讲坛“心理卫生进社区”宣讲第一讲
正式开始。

区心理卫生进社区暨心理援助热线启动

! ! ! !“儿子三个月没打电话给我了，
伊现在勿晓得好伐。”独居老人

“杨妈妈”在舞台上唉声叹气，想
念自己在外面做生意的儿子。这
一幕在舞台下也引起了强烈的共
鸣。) 月 !( 日，华泾镇“道德讲堂”
以社区情景剧的形式拉开了今年
的序幕。

今年华泾镇“道德讲堂”的主
题是开展家庭美德教育，诠释孝道
文化。社区情景剧用社区智慧解决
老年人的困惑，修正一些消极的想

法，通过生动形象的表演将老年人
日常生活中碰到的问题一一展现
在舞台，并请到观众实际参与到情
景剧的表演中，形成良好的现场互
动。在演出中，《关爱独居老人》这
则剧目引起了很多现场老年观众
的共鸣。在互动环节，家住华建居
委的秦阿姨自告奋勇上去扮演“杨
妈妈”，用互谅互解感化了“儿子媳
妇”，一家人的其乐融融引来了现
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王丽娜

“道德讲堂”华泾开演

（上接第一版）女生独唱《党呀，我
亲爱的妈妈》、小品《文明从我做
起》、沪剧《芦荡火种》选段等节目
表达了社区群众对建党92周年的
祝愿。居民们说：“希望在共产党的
领导下，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我是中国人，在我的国土上
不光有雷电轰不倒的长白雪山、黄
山劲松，还有那风雨不灭的井冈传
统、延安精神。”当激昂有力的声音

从华泾镇大礼堂传出来的时候，一
股爱国主义的豪情激荡在听众的
心胸。6月28日，华泾镇举行纪念
建党九十二周年诗歌朗诵比赛，表
达华泾人实现梦想的豪情壮志，这
也唱响了华泾人庆祝中国共产党
诞辰九十二周年的心声。据悉，在

“七一”前夕，华泾镇开展纪念建
党九十二周年系列活动，庆祝党
的生日。

“开、绷、直、立”辛丽丽把练功房“搬”到了社区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