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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徐汇发展 做好徐汇文章
事保留记录在册，徐汇档案工作不
徐汇发展中的大小事件都离不
再是跟进“后道工序”，而是更多地
开档案的记录见证；错过的展览，登
与事件、发展同步，用档案方志的
录徐汇区档案局 （馆） 档案信息网
“进馆单位
“网上展览”就能再现；专门为区婚 “眼睛”跟随事件的发生。
从6
5家增加到 9
3家，增幅 4
3
%，
姻收养登记中心研发了婚姻档案
馆藏档案从 24
.
1
6万卷（件）增加到
查询出证系统，解决了老百姓查档
41
.
3
4万卷（件），增幅 7
1%，为徐汇
“最后一公里”问题；民生档案“全
发展留下了痕迹。”
市通办”在覆盖徐汇区 13个街镇的
基础上，还延伸到徐汇区行政服务
随着本区对于档案方志工作的
中心，方便市民“就近查档、就地出
愈加重视、
加大投入，
去年 9月，
徐汇
证”……可以说，
徐汇的档案事业经
区数字档案馆通过
“全国数字示范档
历砥砺前行、奋勇争先的五年，进一
案馆”
测评，
成为上海首家
“全国数字
步服务大局、服务民生、服务社会， 示范档案馆”
。徐汇区档案信息化工
写就一部博大的徐汇文章。
作早在 19
9
5年就已起步，
201
2年浦
北路新馆建成后，信息基础设施、
信
息资源、
应用系统等各方面均取得长
!
"#$%&'()*
足发展，信息开发利用水平稳步提
区档案局 （馆） 有关负责人用
升，
档案管理、利用方式信息化转型
“后道工序”来形容档案方志工作， 升级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成为本市
然而随着思维的转变，
“ 与时俱进” 首家
“全国数字示范档案馆”
，
徐汇数
“主动跨前”成为如今徐汇档案方志
字档案馆不仅硬件方面对标建设要
工作的写照。近年来，徐汇发展不
求，还在系统功能、档案资源、保障
断，
“提供有效服务是本区档案工作
体系和服务绩效等方面予以突破，
目
的根本宗旨，在服务大局方面，主动
前，徐汇区数字档案馆已深入到档
对接机构改革等重要改革举措，跟
案工作
“收、管、存、
用”
各个方面，
成
踪指导‘田东佳苑人才公寓’等重点
为徐汇档案工作发展的重要平台，
建设项目档案工作，规范党的群众
为便利民生、
服务社会提供助力。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重大活动的档
案归档，深挖档案资源开展纪念党
+,-./012
的 95周年等红色主题宣传，积极参
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等全区重要工
档案基础工作的扎实推进，
让越
作等。”该负责人说。把徐汇发展大
来越多居民群众感受到查阅档案、
办

《符号上海——
—上海风貌保护
道路文化之旅》 系列展，
9月 8日
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开幕。区
委常委、宣传部长吕晓慧出席开
幕仪式并参观了展览。
展览分“街巷·童趣”
“街巷·
记忆”
“ 街巷·风情”
“ 街巷·彩韵”
4大展区。徐汇区风貌道路保护在
城市的有机更新中，实现了文化
元素与城区功能的有机融合，还
原了一个有记忆、有故事、有文化
气息的历史街区。
“街巷·记忆”
展
区对此做了生动展示。
在上海安墨吉建筑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城市更
新保护创新研究中心等单位协办
的“街巷·记忆”展区，以徐汇区广
元路、岳阳路和衡山坊、建国西路
3
36弄 1号，
永嘉路 5
11号、
5
7
8号
风貌道路和保护建筑的更新保护
案例为样本，通过新老照片的对
比、街道历史导读、模型装置等艺
术作品的全新创作，向参观者展

理相关工作的便利性。民生档案的服
务门类从之前的 4个拓展到 10个，
有需求的办理人数也从 2
0
12年时的
78
5
9人猛增至去年底的 1
8
2
76人。
2
0
1
4年，为了满足居民群众就
近查档办证的需求，区档案局专门
为区婚姻收养登记中心研发了婚姻
档案查询出证系统，居民群众能够
免除来回奔波的烦扰。
“在没有这套
系统前，
办理人群如有疏漏，
就需来
回奔走；
在知晓这样的情况后，
徐汇
档案在全市首创这一系统，大大方
便了居民群众办理，变群众‘不满
意’
为‘满意’
。”
区档案部门有关负
责人提及徐汇档案的创新发展在服
务民生方面的突破。
此外，本区还在
全市率先落实民生档案
“就地查档、
跨馆出证、馆社联动、全市通办”工
作，不断扩展查询网络，
形成以区档
案馆为核心、以区行政服务中心和
区婚姻登记中心为服务点、
以 13家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为就近查询
点的民生档案服务格局，深化并推
进了最后一公里建设。5年间，
受益
群众近 2万余人。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服务窗口，
为了让居民群众查档更便捷，区档
案局进行自我服务改革，
“中午办理
业务不休息”进一步赢得居民群众
满意度，
时常收获表扬、
感谢信。
“个
别办理人赶来时已经是午休时间，
不
能及时办理让这些群众很着急，
我们

就想着是不是能尽可能克服自身困
难，
把服务延伸。如今，
在办事窗口，
午休时会挂出座机电话，
每天都有相
应的值班员工，
他们的手机与座机关
联绑定，一旦有群众拨通电话，
5分
钟内就会有人员到位，
为他们办理业
务。”
创新服务，
以民为本，
收获的是
居民群众的满意度。对于一些老弱病
残及困难人群，
本区档案部门还提供
送档上门服务，
满足他们合情合理又
急迫的需求，
受到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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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汇档案工作砥砺奋进、奋
勇争先的五年里，不少亮点可圈可
点，
“徐汇记忆”就是其中不可磨灭
的闪光点。20
15年 5月，徐汇档案
馆“徐汇记忆”展览揭牌，展出面积
近4
5
0平方米，
分“源远流长”
“底蕴
深厚”
“ 徐汇新生”
“ 时代华章”4个

现了上海在城市风貌保护中的思
考和实践，让人们了解徐汇“永不
拓宽”的一类风貌保护道路背后
的故事，感受上海（徐汇）历史风
貌道路（街巷）的魅力，从而更深
刻认识上海历史文化风貌的价

值，更加热爱我们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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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社会办慈善 办好慈善为社会
N?TUVW;X-.YZ[\]^VW_`ab-cde
NOP Q4R <=>S9月 5
日，
本区举办慈善事业发展研讨会暨
徐汇区系列慈善公益活动发起仪式。
徐汇区慈善工作始终坚持以规
范和创新激发系列公益活动的生机
与活力，成立 22年来，上海市慈善
基金会徐汇区分会遵循“依靠社会
办慈善，办好慈善为社会”的理念，
大力推行“安老、扶幼、济困、助学”
等慈善项目的工作经验。自分会成
立以来共募捐款项 1.
8亿余元，资
助支出 1.
39亿余元，资助困难群体
逾 9.
75万人次。
数字的背后有着鲜活的实践。
徐汇慈善工作坚持平台化募集，调
动积极性；坚持项目化运作，探索普
惠性；坚持社会化参与，强化广泛
性；坚持精准化使用，发挥实效性，
持续开展各项慈善募捐、慈善帮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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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活动，取得积极成效，产生了良
好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比如平台化
募集，徐汇分会搭建平台让一切有
慈善活动意愿的个人和组织积极参
与慈善事业，为其设立专项基金，
基
金会发挥资金管理和慈善活动指导
功能，有效调动了各方参与的积极
性。项目化运作中，
徐汇慈善探索慈
善资金支持慈善公益项目，扩大慈
善帮扶的受益面：建立“适老性”住
房改造项目、建立“心语星愿关爱
行”青少年服务项目等都是普惠实
例。近年来，在开展慈善救助的同
时，慈善工作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
与：
本区每年都积极参与
“蓝天下的
至爱”大型慈善活动，扩大影响，激
发市民热情，组织爱心企业、
爱心团
体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进行慈善捐
赠，组织百人上街慈善募集等；
“嘉

禾汇爱”
慈善义拍、
“TE一米高度看
上海”活动、
虹梅庭公益
“进园区”等
弘扬慈善文化、传播慈善精神。根据
对口支援工作需要，本区还直接面
向救助对象，
实施精准帮扶，
帮助对
口支援地区困难群众脱贫致富。
研讨会中，
不仅有上海市社会科
学院研究员、
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常务
副会长左学金带来《现代慈善事业的
社会价值》学术报告，
还有 7家单位
代表交流各自经验做法、工作体会。
此外，
在第二个
“中华慈善日”
来临之
际，
徐汇区以慈善事业研讨为平台，
启
动了 20
17
-20
18慈善公益系列活动，
倡导
“慈善光荣、
奉献可敬”
的理念，
在
全区上下积极、
广泛、
深入开展徐汇慈
善摄影展、微视频微电影等系列公
益活动项目，
传播慈善公益正能量，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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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音乐汇”
则将邀请沪上知
名国际爵士乐团和爵士流行歌手在
武康路旅游咨询中心为人们献演四
场精巧别致的专场音乐会，打造一
个个浪漫秋夜。
9月 22日，在徐家汇公园举行
的“心醉夜色——
—老上海风情音乐
秀主题活动”
，将为游客讲述黑胶诞
生故事，
传唱老上海经典歌曲，并配
以老上海特色茶点、
旗袍展示、卖花
女等老上海风情，营造独具匠心的
海派“夜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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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晋的“魔都味觉名片”，
2
0
17西岸食尚节将于 10月 1日至
8日在东安路绿地（龙腾大道 399
9号）
举行，
汇集美食、
游乐、
亲子、
时尚、
音
乐于一体，
打造卓越的水岸文化。
届时，米其林板块将邀请 5位
来自意大利、西班牙的米其林星级
名厨空降至西岸食尚节现场，吃货
们不用飞欧洲即可尽享欧洲米其林
大餐。明星餐厅板块将力邀 5家欧
洲本地明星餐厅加盟，与米其林主
厨同台竞技。全球美食板块则将邀
请 10国领事馆共同参与，荟萃各国
特色美食美酒，邀请市民和游客共
襄盛举，更有机会获得机票和免费
双人境外游等多重好礼。
游客们还可在互动体验板块中
体验比利时国宝级巧克力大师的巧
克力梦工厂表演，观看咖啡拉花唯
美绝技等多种精彩体验。主办方还
专为儿童打造了户外亚马逊儿童乐
园，设置了丰富有趣的活动。喜欢
音乐的时尚潮人们更不可错过持续
至午夜 23点的电音锐舞派对，感受
音乐和热舞带来的激情和狂欢。
除西岸美食节外，精彩无限的

KLM
部分，展出资料图片 310张，档案、
实物等 2
0余件，
全方面展现了徐汇
区发展历程。尤其是针对青少年身
心特点，设计运用多形式互动展项，
优化了青少年的观展体验。
“让青少
年人群‘走进来’，地情资料展示厅
设计上综合运用了卡通形象、旋转
魔方、多媒体互动游戏、
多媒体视频
等元素，”区档案部门有关负责人介
绍说，
“‘徐汇记忆’除了让青少年了
解区情区史，还向区高中学生提供
展览讲解、
展厅管理、活动管理等社
会实践岗位，并建成了‘徐汇记忆’
网上展厅。”区档案教育社会实践活
动开展以来，区 22所小学、1
7所中
学的学生参观了“徐汇记忆”展览，
受到学校、学生、家长的一致肯定；
而参与高中社会实践岗位的学生也
从中锻炼了志愿服务精神，提升了
档案意识。徐汇档案
“资政、存史”，
也“育人”。
记者 <=>

ART WEST BUND西岸秋冬 文 化
艺术季更将齐集 20个场馆的 35场
活动，带来一场汇集艺术、美食、设
计、时尚、
音乐、建筑、科技等多种元
素的超级文化 SPA。2017西岸艺术
与 设 计 博 览 会 、ONTI
MESHOW
WEST BUND、20
17上海城市空间
艺术季西岸案例展、最爱金曲榜爱
在西岸音乐盛典，以及龙美术馆西
岸馆《安东尼·葛姆雷：
静止中移动》
《Le
i
de
n之伦勃朗的黄金时代名作》，
余德耀美术馆《上海星空 I
I
I
》等丰富
的活动展演，
将持续至 1
2月。
伴随着上海黄浦江两岸 45公里
公共空间持续推进贯通开放的脚
步，今年的
“微游上海”
徐汇滨江段正
式推出 3条线路，将邀请市民游客
通过“城市行走”的低碳出行方式，
感受浦江两岸美景，
倡导文明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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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海本土文化的代表，华
泾镇今年首次以“黄道婆故里”的花
车形象亮相上海旅游节，华泾黄道
婆旅游文化节也将在旅游节期间拉
开帷幕。华泾黄道婆旅游文化节结
合非遗文化，推出各种演出、展览、
手工艺体验活动，并同期推出黄道
婆故里半日游的旅游线路，邀请市
民游客在民俗体验之中感受文化的
传承，
收获满目精彩。
“唐韵中秋”
作为文化传承的另
一经典项目，将于 10月 3日至 4日
在桂林公园举行。今年的
“中秋拜月”
将通过汉服、器具、古乐、礼仪、祝福
等形式演绎传统的中秋拜祭仪式，
邀
请市民游客一起体验月下的团圆浓
情。“中秋赏月创意诗会”
则将邀请
艺术家和诗人云集桂花飘香的楼台
亭阁间，吟诵诗韵雅集，传承中华文
化，
共赏月下美好时光。 记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