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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大讲坛 100 期啦，
赶 紧 去 ， 晚 了 就 没 座 位
啦！”，5 月 20 日，一场题为
《当今国际形势与中俄关系》
的讲座在区委礼堂开讲，离
开讲还有 20 分钟，礼堂里已
经座无虚席，一些没能“抢”
到位子的市民只好坐在临时
加座上。
78 岁的黄达芦老人是

“江海大讲坛”的 “铁杆粉
丝”，她提前 30 分钟就坐
在了第一排正中的位置，
“这是我的专座”，老人得
意地告诉记者，从 2006 年
6 月 25 日开始的第一期到
今天，十年来，老人几乎每
场都听，笔记也记了好几
本 ，“ 这 个 讲 坛 的 内 容 丰
富，有政治、军事、文学、经
济、科技、养生等方面，这
是我们南通老百姓的精神

盛宴。”
第 100 期的主讲人是国

际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院
院士、中国外交与国际战
略问题研究专家俞 邃 ，一
些热心的市民一边听，一
边在粉丝群里分享心得。
网友“通大刘光顺不惑”当
即做联：江韵海陶十年学
者 高 谈 阔 论 南 通 春 风 化
雨，讲古谈今百期民众屏
息凝视崇川习染明德，横
批是：一以贯之。
2006 年，央视《百家讲

坛》、上海《东方讲坛》一派
红火，怎样打造一个造福
于 百 姓 的 南 通 “ 文 化 地
标”？“江海大讲坛”应运而
生，它由南通市委宣传部
主办、崇川区委宣传部承
办。周国平、刘震云、张召
忠、吴建民、陈文茜、康震、

苗怀民……一批享有盛誉
的专家学者陆续走上“江
海大讲坛”，《美学与人生》
《和你走近十八大》《曾国
藩的家庭教育》《张 謇 的中
国梦与他的“理想国”》《文
化的传承与文明的转型》
《活出生命的精彩———传奇
女性讲述生命力的奇迹》
《钓鱼岛之争与中美战略
博弈》《当前中国宏观经济
形势分析》《让礼仪走进您
的生活》等主题演讲，既有
围绕国内国际形势的，也
有结合社会热点问题普及
知识的，还有紧扣市民生
活的，深受市民追捧，经常
一票难求。
“江海大讲坛长盛不衰，

是因为我们贴近了形势，也贴
近了百姓需求。传播了先进
文化，也提升了市民素质”，

崇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海
华说。市民戴卫民在参加“我
与江海大讲坛”征文里写到：
记得（2014 年）5 月 18 日，“江
海大讲坛”邀请了南京大学
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
导师莫砺峰作“唐宋诗词与
现代人生”的讲座，巧妙地将
唐宋诗词与现代人生联系起

来，探讨唐宋诗词薪火相传的
文化意义，让人耳目一新。
十年百期，讲坛生生不

息，一些热心听众评价讲
坛“南通品味层次最高的
文化活动”， 2012 年 6 月、
2014 年 5 月，江海大讲坛两
次获得“江苏省优秀讲坛”
殊荣。

孙 嘉 赟

感受道德馨香
重温仁爱美德

5 月 20 日，区文明办
在市区公路站举办“立家
规、正家风”主题道德讲
堂活动。来自市区公路管
理站和文峰街道果园村社
区的近 80 名党员参加了
活动。

此次道德讲堂分诵经
典、学模范、自我反省、发
善心、作点评、送吉祥、唱
歌曲七个环节。活动现
场，四位党员分别从中医
世家悬壶济世、子慈母孝
良好家风、两代公路人家
风传承以及一道传统菜谱
写的家风等角度阐述自家
的家风，展示中华民族的
好家规家训、好家风故
事，引导广大党员重视家
风家教，在夫妻和睦、邻
里和谐、尊老爱幼、勤俭
持家等方面自觉改进提
高，积极参加“党员家庭”
挂牌、创建“党员示范户”
“党员中心户”等活动，引
领社会风尚。

5 月 24 日，市委常委、秘
书长黄巍东，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副书记、副主任，市委政法委
书记曹斌等一行 9 人来我区专
题调研加强和改进城市社会治
理工作，区委副书记陈中锋、区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顾晓明，区
公安分局、区法院、区委组织
部、区综治办、区民政局、区司
法局、区城管局、区信访局、区

法制办、任港街道、学田街道、
区外口办、区调处中心、区社管
中心、区规划分局、紫荆花社
区、任港社区主要负责同志参
与调研。

调研组深入学田街道紫荆
花社区、任港街道外滩管理服
务中心，实地查看社会治理基
层平台建设和邻里自治相关情
况。

调研座谈会上，区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顾晓明汇报了
我区加强和改进城市社会治
理有关工作情况。与会相关部
门结合自身实际，汇报了在加
强和改进城市社会治理方面
的举措和成效，存在的短板及
问题，以及下一步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

市委常委、秘书长黄巍

东首先肯定了崇川在加强和
改进城市社会治理方面取得
的成绩，并就下一步工作提
出五点要求：一是要进一步
找准主要矛盾；二是要进一
步夯实基层基础；三是要注
重社会治理的实效和长效；
四是要进一步统筹资源整
合；五是要进一步保障中心、
服务大局。

市委调研组专题调研我区
加强和改进城市社会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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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以就业为目的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是否形成劳动关系？

汤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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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事实：
郭某系江苏某大学药学专

业 2015届毕业生，于 2015年 7
月毕业。2014年 10月 26日，郭
某在某医药公司进行求职登
记，并在登记表中登记其为某
大学 2015届毕业生，2014年是
其实习年。2014年 10月 30日
郭某与某医药公司签订劳动合
同，期限为三年，其中试用期为
60天。合同还约定，郭某从事营
业员工作，试用期工资标准不
低于同工种同岗位职工工资的
80%。2015年 7月 21日，某医
药公司申请仲裁，请求确认与
郭某之间劳动关系不成立。仲
裁委以郭某系在校学生，其勤
工助学或实习与用人单位间的
关系不属于劳动法调整为由，
终结了仲裁。后郭某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郭某与某医药公司
签订劳动合同时已年满 19 周
岁，符合劳动法规定的就业年
龄。郭某在登记求职时，已完成

了全部学业，明确向某医药公
司表达了求职就业愿望，双方
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此后，郭
某按合同约定提供了劳务，某
医药公司亦向郭某支付了劳动
报酬，并对其进行管理，这完全
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法
院遂判决郭某与某医药公司签
订的劳动合同有效。
审判结果：
即将毕业的大专院校在校

学生以就业为目的与用人单位
签订劳动合同，且接受用人单
位管理，按合同付出劳动；用人
单位在明知求职者系在校学生
的情况下，仍与之订立劳动合
同并向其发放劳动报酬的，该
劳动合同合法有效，应当认定
双方之间形成了劳动合同关
系。
以案释法：
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

助学，通常不视为就业，与实习
单位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是

本案中的郭某不同，郭某虽未
毕业，但已完成全部学业，即将
步入社会。现在的大中专院校
为了提高就业率，也鼓励学生
在最后的实习阶段寻找工作。
郭某到某医药公司登记求职，
目的就是为了就业，而非学习，
医药公司对郭某的情况也完全
知情，双方在此基础上也就应
聘、录用等事宜达成一致，并签
订了劳动合同，明确了岗位和
报酬，所以，双方之间形成的是
劳动合同关系，而非劳务关系。

律师简介：
袁思平，毕业于南京大学法

学院，目前系北京市隆安（南
通）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十余
年，擅长婚姻等家事纠纷、各类
商事案件、劳动争议、各类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刑事案件等。
律师电话：13862929267
法律服务：591704581

为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
民族书法艺术，增强全社会
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值此第
十一个“中国文化遗产日”
到来之际，特举办“品味遗
韵·感知崇川”书法作品展，
相关事项如下：

1、征稿范围：
全市书法爱好者均可自

由投稿，每人投稿数量不超
过两件。

2、作品题材：
内容健康向上，体现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诗词楹联文赋等均可，尤其
欢迎文化遗产保护、赞美崇
川的内容。

3、作品规格：
一律不超过四尺整张，

统一为竖幅，书体不限，鼓
励形式创新 , 所有作品请
勿装裱。

4、作品评审和展览：
由主办方邀请评委从

来稿中选出 50 幅左右作
品，于 6 月 24 日至 6 月 30
日在南通回复文化生活空
间（青年中路 32 号原二纺
机内）展出。作品由主办方
统一装裱，展览结束后退还
本人。所有参展作者将获得
纪念品一份。

5、征稿及投稿：
本启事自公布之日起

征稿，请在作品背后右下方
用铅笔正楷注明姓名、性
别、年龄、地址及联系电
话，并于 2016 年 6 月 8 日
之前（以当地邮戳为准）寄
送至崇川区少年宫（启秀路
4 号）朱单收，联系电话：
15962977551。

近日，学田街道在千禧园
社区举办“邻里守望 家庭互
助”巾帼志愿服务项目启动仪
式暨心灵家园同梦缘幸福站
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与受帮
扶对象进行了结对，并赠送了
慰问品。

今年以来，学田街道创新
开展邻里志愿服务行动，构建
“为民服务”体系。广大邻里志
愿者热情参与，服务百姓、幸
福邻里。
“微服务”爱心积分上存折
家住崇川区千禧园社区

的张大妈是一位失独老人，平
日生活不便，不久前被纳为
“心灵家园”服务对象。

工作人员依托“心灵家
园”平台组织，为张大妈开展
各类志愿服务，而志愿者的爱
心行为被兑换成爱心积分，记
录在志愿者的存折上。邱祖光
去年加入了社区心灵家园，现
在参与进来的居民，均已建立
储户档案，档案记录了他们的
每一项有组织服务。同时，社
区利用“心灵家园”队伍走访
社区的机会，积极招募新“储
户”，并征集新的互助需求，以
点带面地带动社区志愿服务
全面发展，促进社区服务的深
化和提升，为社会建设增添新

的亮点。
“零距离”移动办理获点赞
和爱邻里社工陈婧倩在

邻里设立移动办公点，下沉邻
里，与居民面对面交流，提供
心贴心的服务。和爱邻里居民
王兰，感受到了移动上门服务
的便利和高效, 她当场就高兴
地办成了保单业务。

邻里移动办公平台一设
立，立即引起了热心居民的关
注，邻里现场移动办公的内容
主要是针对目前的热点工作，
如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意外伤
害保险的办理等。
陈婧倩说：“对于难事烦事，

尤其是居民的合理诉求，将提
供面对面的相应服务，目前移
动上门服务方式效果明显，群
众对这一办公方式的满意度
有了较大提高。”

邻里移动办公，拉近了邻
里社工与居民间的距离，使社
工更能设身处地知晓民情，了
解民意。
“亮身份”主动代理要服务
家住学田新村 128 幢高龄

老人熊彬，领取居家养老补
贴，对他来说不论是打卡还是
去拿现金都不方便，党员代理
员李兰知道这一情况后，主动
为其代为办理。

群众心上的事，就是邻里
志愿者上心的事。邻里事务代
理服务以“亮党员身份，树党
员形象，尽党员义务，建和谐
爱民”为主题，开创“为民服务
代理制”的特色服务，到目前
共为居民代理各种服务近百
项，化被动为主动，将为民服
务落到实处。

狼山镇街道举办职工消防运动会

5月 24日，狼山镇街道与南
通市消防支队崇川大队新城中
队共同举办了第二届街道职工
消防运动会。来自街道各单位
的 9 支队伍 40 余名运动员参
加了运动会。

运动会共设“水带连接”、
“水桶接力”、“迅速收回消防水
带”、“手拎灭火器 50米跑步灭
火”等 4项等个人及团体比赛
项目。现场裁判由新城中队的
战士担任并给参赛选手做赛前

示范。比赛中，选手们人人奋
勇、个个争先；团体赛时，队员
们齐心协力、展现风采。

在历时近两个小时的激烈
角逐后，运动会最终在掌声中
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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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饴弄孙、养鸟品茶，这本
是老人的天伦之乐。但家住文
峰社区的蔡世和老人的退休生
活则更为忙碌。无论刮风下雨，
蔡老都会在每周六和周日上午
骑车 40多分钟，来到盆景园义
务为单身男女牵线搭桥。从
2009年开始，蔡老已经登记了
1500 多条信息，促成了近 150
对姻缘，平均下来一个月就能
促成两对。蔡老不图名不图利，
只是想做点小事帮助别人。

创办南通爱情角
蔡世和是一名普通的企业

退休职工，说起怎么做起“红
爷”，还得从女儿毕业后回南通
工作说起。

那年女儿研究生毕业了，
蔡老老两口觉得女儿一个人在
外地工作不放心，便劝女儿回
了南通，并找了一份不错的工
作。一切都很好，可过了段时
间，女儿找配偶却成了老俩口
的烦心事儿。女儿长得不丑，学
历也不差，工作工资也很好，怎
么就找不到好配偶，这让老俩
口实在想不通，为了自己的女
儿能找个合适的对象，蔡老便
开始经常奔波于南通各种相亲
活动和大小婚介所，渐渐地他
发现，很多相亲活动商业作秀
目的明显，一些私人婚介所收
费较高，成员复杂，于是，蔡老
萌生了自己成立一个能为青年
牵线搭桥的组织的想法。2009
年，蔡老与同样热心的王老师
一拍即合，成立了“南通爱情
角”，利用南通市盆景园的公共
场所，每周六、日举行免费的相
亲活动。

刚开始，老人免费牵线，还
受过一些人的质疑，但老人还是
坚持了下来。无论登记、介绍，
还是最后牵手，老人都不收费，
为了联系男女双方，老人的电话
费也是直线上升，但他并不在
乎。蔡老认真负责的态度，也在
家长中口口相传。不仅如此，老
人还提供“保全”服务。小夫妻
的矛盾调解、介绍工作这些事
情，蔡老也总是能帮忙就尽量帮
忙。

当好参谋配好对
到底两个什么样的人才能

最终走到一起成为伴侣并能生
活一辈子呢?蔡老说了一句富有
哲理而耐人寻味的话：“合适的
才是最好的。”

老蔡认为，求偶者自己对自
己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其次
要明白一个什么样的人与自己
为伴才更合适。有些人，只想找
一个好对象，眼界挺高，可对自
己没一个客观、实事求是的认
识，这样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
有一个大学毕业的男生，到南通
爱情角找对象，蔡老给他介绍了
二十多个，一个都没谈成。不是
嫌人家不好看，就是嫌人家工作
不理想。蔡老在牵红线中常常
要耐心做“思想工作”，帮他们转
变观念。

小钱是一个 32岁的残疾姑
娘，上一段的婚姻给她造成比较
大的心灵打击，经常一个人在南
通爱情角转，老蔡发现后，主动
给她介绍了一位 35岁的海安小
伙子，尽管男方比女方大 3岁，
不太爱说话，但他特别善解人
意，能理解小钱，愿意在生活上

互相帮助。小钱也觉得男方不
错，经过半年多的交往后，一定
终身。

蔡老为了成人之美，付出不
少精力。每对男女见面时，他从
家中骑车出发，到约定地点等候
见面，等到结束回家，至少需要
付出两个小时的时间。

“红爷”感悟
六年的“红爷”生涯，蔡老有些感悟想和大家分享：
一、大龄单身青年男女和单身中老年人的婚姻问题，迫切需要

社会上更多的热心人当月老、穿针引线。
二、大龄单身青年男女、单身中老年人以及广大未婚青年男女

应树立正确的婚姻观，要注意婚姻的质量。
三、组建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创造美好家庭的前提是要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婚姻不但影响一个
人的心理和生活，甚至还会影响其事业与前途。

四、作为求偶者，如果你不爱你自己，不相信你自己，你也不可
能爱他人和相信他人。你给自己的爱越多，你给别人的爱也就越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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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5月 20日，崇川区各街道集中开展第三届
“5·20”邻里志愿服务日活动，机关干部、辖区单
位职工纷纷走进邻里提供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
弘扬“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

汤建军 陈婷婷 包林丽 丁治平 郭琦 摄

5月 22日，观音山新城举办“街邻风采文化节”
之第三届“迷你铁人三项”比赛。 许丛军摄

5月 24日，新东社区计生工作者走进街坊商铺进
行“5.29”优生优育宣传。 秦茹茹 摄

5月 25日，城东街道工会和文化站联合举办“欢乐百味”邻里街坊美食大赛。
江建华 摄

5月 18日，虹南社区劳动保障服务站、社区残联与南通大学杏林学院联合开
展“科普进社区”科普周主题活动。 尤炼 摄

5月 24日下午，学田社区举办“迎端午巧手包粽活
动”。 王星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