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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职工驿站：“这里像另一个家！”
本报讯 日前，位于南翔镇沪宜

公路 1188 号的户外职工驿站对外开

放，作为南翔镇首家户外职工驿站，开

放当天就吸引了附近的十多位户外职

工到此休息。

驿站一词最早可追溯至 3000 年

前，是供传递文书者或来往官吏中途

住宿、补给、换马的处所，而如今的户

外职工驿站可谓是升级版驿站。记者

看到，驿站内有微波炉、冰箱、书报架、

手机充电器、饮水机等，来沪工作已两

年多的快递员张宝全直言：“比我出租

屋里的设施还要齐全！”

记者从区总工会获悉，像这样设

施齐全的户外职工驿站，目前嘉定建

有8家。这些户外驿站面向环卫工、快

递员、送餐员、协管员、出租车司机、物

流驾驶员等全体户外职工，可以有效

解决户外职工的饮水解渴、避暑取暖、

餐食加热、电瓶充电、手机充电、医药

应急、盥洗休息等实际问题，就近就便

为户外职工解决困难。户外驿站外还

有统一标识，方便户外职工“找得到

门，进得了站”。

在安亭镇绿苑路 243 号，以绿色

为底的招牌——“安亭镇户外工作者

驿站”，在两旁的烧烤店、杂货店中格

外显眼。这间仅有 12 平方米的小屋，

是安亭开放的第一家户外职工驿站。

泡上一杯茶，热好自带的午餐，打开朋

友圈浏览感兴趣的新闻……11月8日

16:00，出租车司机王宏斌忙碌了一下

午，趁着没乘客的空档特地来此休息，

“门口有车位，久坐一天腰酸腿疼，来

这里一边喝茶休息，一边和来这儿休

息的朋友拉拉家常，十分惬意。”旁边

一位环卫阿姨正拿出冰箱里的饭盒，

放入微波炉加热，她也满意地说：“最

近天气转凉了，驿站里面挺暖和的，正

好暖暖身子，最让我开心的是在这里

还能把饭给解决了，再也不用蹲在街

边吃变凉的餐食！”她告诉记者，自户

外职工驿站于今年9月1日投入使用

以来，这里便成为了她白天歇脚的好

去处，让她倍感温暖。

来自安徽的外卖小哥吴力是驿站

的常客，刚刚送完餐，他立马打算在这

里休息一会，给手机充会儿电。吴力告

诉记者，外卖员最怕遇到的事情，就是

手机没电，一旦手机没电就不能接单，

活就没法干了。驿站设有 2 名专职管

理人员，除了维护设备与环境外，还会

为大家烧好热水，“每次回到这里，喝

上一口热水，感觉这里就像我们的另

一个家一样！”吴力笑着说。安亭镇总

工会主席徐绮红告诉记者：“未来安亭

镇还将结合实际情况，开放一些公共

场所作为户外职工驿站，诸如办公楼、

托儿所等，既能为户外职工带去便利，

还方便管理。” 记者 秦逸超

今年11月1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68周年。11月10日，来自华亭学校的70名学生代表，来到驻嘉空军某部，

观看宣传片《光荣与梦想》，观摩部队枪械装备和队列展示、参观官兵宿舍。学生喻家言是一位小军事迷，当天他在活动中触

摸到了真枪，兴奋地说：“真枪比我想象的重多了，解放军叔叔们真厉害！” 记者 秦逸超/摄

本报讯 11月10日、11日，根据

著名作家老舍原著改编的明星版经典

话剧《老舍五则》在上海保利大剧院演

出。该剧取材于鲜有人问津的“老舍短

篇”，五个故事各自独立，通过对市井

生活和“小人物”的嘲讽，犀利地映照

出老舍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批判。

剧中，主演雷恪生一人分饰两个

角色，性格、气质、语言差异较大，他用

鲜活语言和神态，巧妙阐释了剧中人

物的个性。“这种挑战很过瘾，演完之

后有种酣畅淋漓的感觉。”雷恪生说，

话剧可以和观众直接互动，能从他们

的反映来不断修正自己的演出，提升

演出效果。

在另一位主演方旭看来，《老舍五

则》京腔、京韵非常浓烈，是展示城市

记忆的一种重要形式。“上海、嘉定都

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如果能将其融入

到话剧、舞台剧等老少皆宜的文艺作

品中，将能让城市记忆更有生机和活

力。”方旭说。 记者 冉涛

《老舍五则》在嘉定上演

大家都说信访工作是“天下第一

难”，那专门调解医疗纠纷的信访干部

可谓是“难中难”。潘利民是嘉定区一

家医院的专职信访干部，他在这个岗

位上一干就是十年，有过苦恼、受过委

屈，个中滋味五味杂陈，间或几度动

摇，萌生退意。“但通过积极引导、调

解，使信访人从误解到理解、从失望到

期望、从信访到信服的转变过程，成为

我坚定信念、迎难而上的原动力。”潘

利民说。

面对病人和家属渴望的眼神，对

于他们的实际困难和合理需求，潘利

民总是想方设法，积极协调，尽力予以

满足。有一名28岁的女性患者陈某患

“紫癜性肾病”已十余年。此前，她在市

中心区医院的专家门诊处就诊，专家

建议她输注静脉用丙种球蛋白。因静

脉用丙种球蛋白系血液制品，市场供

应非常紧张，属于非常规用药，陈某在

市中心区的医院用药两个疗程后，须

回所居住的当地医院进行后续用药，

却被多家区域内医院婉拒。当陈某的

父母找上潘利民时，看到陈某年纪轻

轻就身缠病痛，以及其父母热切期盼

的眼神，让他忍不住想为病人做些什

么。本着“一切为了病人”的服务理念，

潘利民牵头积极协调药剂科，在最短

时间内为患者采购到静脉用丙种球蛋

白，并协调安排其入院治疗。潘利民的

热情、细心，让陈某一家十分感动。

对于历史遗留的医患纠纷与信

访，潘利民选择尊重客观事实，结合目

前法律法规，探索出一条医方接受、患

方满意、合理合规的解决方法。62 岁

的何某十年前完成了甲状腺手术，手

术过程很顺利，但之后没多久，因为无

法接受手术后形成的血栓，她开始了

四处上访的道路，也成为了潘利民所

在医院信访部门的常客。为更好了解

何某的情况，潘利民找出了她的原始

病历，并向何某所在居委了解她的生

活状况。经过数次面对面的沟通，他终

于对于何某的信访诉求有了准确的掌

握。“针对何阿姨的情况，我们采取‘搁

置争议，治疗优先’的处置方案，为她

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让她感

受到了信访部门积极化解矛盾的真诚

和用心。”潘利民告诉记者，为进一步

解开何某的心结，他还协助她向市区

两级专业部门申请医疗事故责任鉴

定，鉴定结论均为非医疗事故责任。面

对权威的鉴定结论，加之潘利民真诚

的交流引导，此矛盾最终得到了圆满

化解。此后，何某还与潘利民成了忘年

交，她的生活也逐渐回归了正常的生

活轨道。

十年来，潘利民参与处理了2600

余件群众来信、来访。在他看来，要做

到客观、公正、公平、及时、合理、有效

地化解信访矛盾，维护医患双方的合

法权益，保障的正常信访秩序、医疗秩

序，就必须潜心研读“情、理、法”这三

字真经，才能继续做好医患纠纷的解

铃人。 记者 刘静娴 通讯员 袁碧雯

潘利民：研读“情理法”，做医患纠纷解铃人

本报讯 “双十一”期间，不少市

民投入网购热潮当中。然而一些不法

分子将黑手伸向电商领域，通过代购

售卖假货、借用“七天无理由退货”掉

包牟利……这些不法行为给消费者和

电商公司带来不小损害，最终受到了

法律的制裁。

赵莉和王涛原本是一对情侣，王

涛常年住在国外。从 2015 年开始，王

涛在国外大量采购各类药品，发给国

内的赵莉放到朋友圈售卖。即便两人

分手后，仍保持上下家关系。但王涛的

“生意”远不止这些，他利用自己常住

国外的优势，为国内各类“代购者”供

货。为此，王涛还委托赵莉招聘了员工

阿萍，负责收发、打包货物。然而，这些

药品其实并非来自国外，而是均无报

关手续和药品批准文号，属假药。公安

机关在办理此案时，经调查最终揪出

7 个网络售假药窝点，缴获各类假药

7400 余件。经区检察院起诉，赵莉被

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

罚金2万元；阿萍被判处有期徒刑10

个月，缓刑1年，罚金1万元。

近年来，消费者权益日渐得到维

护，但打着“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幌

子，通过调包正品牟利的，在“双十一”

期间也不少。近期，电商公司员工陈先

生发现，一些被退回的物品似乎有猫

腻。出于谨慎，陈先生将退回物品拿回

供货商处进行鉴定，发现部分高档耳

机被掉包换为相同型号的高仿品，且

订单主要集中在两个账号。陈先生注

意到，虽账号不同，但收货地址与联系

方式都一样，初步锁定客户毛小南存

在退货掉包的嫌疑。鉴于此，该电商公

司随即报警。公安机关确定毛小南有

作案嫌疑，很快将其抓捕归案。经调

查，他是耳机发烧友，经常有网友找他

买二手高档耳机。于是，毛小南做起了

“买真退仿”的勾当，将真耳机在论坛

中进行售卖牟利。经区检察院起诉，毛

小南被判处有期徒刑 7 个月，罚金

1000元。（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 冉涛 通讯员 剑轩

3人因网上售假和“买真退假”获刑

本报讯 11 月 9 日，嘉定举行

2017年青年领军人才选拔评审会，来

自嘉定各行各业的 49 位青年人才参

加选拔，评选结束后将产生2017年嘉

定区青年领军人才人选34位。

评审会采用现场面试的形式，设

科技创新类、创业经营类、社会事业

类、社会治理类、应用技能类五大类

别，通过候选人自我介绍、拟受助项目

开题介绍、评审提问三个环节，全面考

察参评人的专业水平、社会贡献、创新

能力、发展潜力以及项目开题可行性。

据悉，为配合嘉定加快建设科创

中心重要承载区建设，储备嘉定精英

人才，团区委在区人才工作协调小组

的统一领导下实施区青年领军人才选

拔培养工程。目前已选拔培养青年领

军人才168人。 记者 赵一苇

49人参与青年领军人才选拔

本报讯 11 月 8 日，2017 年嘉定

区退役士兵培训工作启动。此次培训

为期一周，内容涵盖就业形势指导、创

业指导、技能培训等，吸引近百名退役

士兵参加。

在11月9日举办的退役士兵就业

推介服务专场招聘会上，共有21家单

位提供59个岗位，招聘总人数为335

人。家住江桥镇的李嘉仁是一名刚从

广州花都退役的战士，他告诉记者：

“此次培训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希

望能在招聘会上找到与科技性新兴产

业相关的工作，积累经验。如果时机

好，我还想自己创业。” 记者 秦逸超

退役士兵接受就业培训

胜辛路养护大修工程启动
本报讯 日前，胜辛路（双丁路—

白银路）养护大修工程启动。此次启动

大修的胜辛路位于嘉定新城（马陆

镇），为南北走向，北起白银路，南至双

丁路，长约1.8千米、宽0.05千米。施工

内容包括维修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

和人行道，修复雨水口、侧平石、交通

标志标线等附属设施。施工期间，将采

用半幅施工，过往车辆和行人需根据

实际情况提前合理安排路线。养护大

修工程预计将于明年3月底完工并通

车。 记者 刘静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