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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从这里，我们真的可以获得更多幸福感
——— 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网点开放空间 服务不止于金融

这两天，申城大地气温一降再降，寒潮让整个

城市瞬间感到了冬天的气息。然而，遍布城市街头

的建行上海市分行“劳动者港湾”，却像冬天里的

一股股暖流，无论是免费送给环卫工人的暖宝宝，

还是寒风中递过来的一杯热饮，留在人们心田的

是久久挥之不去的感动和温暖。

邀请口腔医生为劳动者提供免费口腔检查，与第三
方机构搭建“建”康之桥提供远程预约挂号和医导服
务……这些看似和银行没有丝毫关系的服务，正逐渐成
为建行上海市分行“劳动者港湾”的服务日常工作。

作为一家国有银行，究竟是什么样的品质和初衷让
他们在公益路上走得如此坚定而执着，又是什么样的情
怀和担当？

有一种温暖叫陪伴

原来爱的距离可以拉得如此之近

“这个暖宝宝太贴心了，有了它的陪伴，以后我们冬
天打扫卫生再也不怕冷了。”刚刚收到建行暖心小礼物
的环卫工人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连连称赞建行“劳动
者港湾”很贴心。在各网点附近，建行的员工给辛勤付出
的环卫工人、快递小哥、警察等户外工作者分发暖心小
礼包。

小小暖宝宝，传递大温暖。随着冷空气不断来袭，建
行特地细心地为户外工作者们精心准备了一份冬日暖
心礼包，一个暖宝宝加一杯热饮，为那些冬日里的户外
工作者们送去一份特殊的关爱。

近年来，建设银行在“开放共享，责任担当”的理念
下，在全国范围内打造“劳动者港湾”品牌，上海分行主
动作为，用心布置，精心梳理出了包括“港湾+健康、港湾
+书香、港湾+民生”等在内的 10 大类近 30 项特色服务，
截至 2018 年 11 月 5 日，建行上海市分行 360 多家营业
网点全部挂牌“劳动者港湾”，累计接待 60 多万人次。

做公益绝不能浅尝辄止

原来爱的内涵可以挖得如此之深

建行虹桥会展支行专门针对户外劳动者们精心打
造了“金融知识微课堂”。该支行前段时间在调查中发
现，很多老百姓金融知识比较欠缺，尤其是现在金融科

技发展日新月异，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很多老百姓并不
能灵活运用这些现代金融服务手段。对此，他们结合“劳
动者港湾”服务，进一步拓展延伸服务内涵，利用中午
13：00 — 13：30 和晚上 17：00 — 17：30 这两个时间
段开设“普惠金融知识微课堂”，为前来“劳动者港湾”休
息的劳动者们普及金融知识。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做公益绝不仅仅是送一杯免
费茶水。作为金融服务机构，还要努力让普惠金融的阳
光雨露真正润泽到每一位劳动者。践行普惠、播撒温暖
的大行情怀，也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了老百姓从港湾所获
得的那种满满幸福感。据建行有关人士透露，近期，他们
又进一步将港湾公益活动进行了拓展，与上海新华传媒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劳动者港湾”引入“书香建行”元
素，为港湾带来浓浓的书香气；同时，他们还积极关注居
民“菜篮子”，将智慧菜场、普惠便民与劳动者港湾建设
进行有机结合，在港湾摆放无人售菜智能终端机方便百
姓生活……

迎进来+走出去

原来爱的步伐可以迈得如此之远

豫园，上海著名的旅游景点，中外游客的汇聚地。细
心的游客会发现，豫园周围负责打扫卫生的环卫工人身
上都携带着一张特殊的卡片，这张卡片将豫园的景点道
路用中英文标注得一清二楚，每当游客向他们打听道路
时总能一目了然找到答案。原来，豫园周围的环卫工人
经常会遇到一些中外游客问路，有时候他们也不能够准
确回答，尤其是遇到那些语言不通的外国游客，他们总
是感觉爱莫能助。对此，建行上海分行便为环卫工人们
精心设计出了这张“爱心指路卡”，没想到小卡片却发挥
了大作用。据统计，在指路卡片的辅助下，环卫工人们已
经为中外游客精准指路达 10 万余次，为热情友好的“上
海服务”贡献着建行的智慧和力量。

爱不仅可以层层叠加，爱还可以无限延伸，只要有
梦想，爱的触角可以传递到每一片街角。为了让更多人
都能感受到“劳动者港湾”的温暖，上海分行一方面积极
发动员工做公益，另一方面又努力带动客户做公益，先
后通过党建共建、联合行动等方法延伸着港湾内涵，扩
大着服务半径，目前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2018 年 10
月底，青浦白鹤支行党支部积极与当地机关，企业及社
区开展“圆梦微心愿，党建连民心”公益活动，针对贫困
户、孤寡老人等困难群体提出的“微心愿”，向贫困户送

上微心愿物品，帮助困难居民解决燃眉之急；11 月初，
浦东分行唐镇支行联合党支部与曹路镇丰怡苑居委会
党支部开展普惠金融进社区共建活动，曹路地区第一台
ETS 设备正式启用，家门口服务的第一站正式落成，该
设备可以让社区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水电煤交费、转
账、结售汇等多种业务办理，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被
顺利打通……

“愿港湾越来越好”“我爱‘劳动者港湾’”“还记得港
湾刚刚挂牌的时候，这里仅仅是提供饮水、手机充电器、
简单急救包等一些便民设施，现在走进港湾我们可以体
会到更多高品质服务，在这里真的感觉很幸福、很舒心，
‘劳动者港湾’确实是进入到了 2 . 0时代，我们真的对港
湾未来发展充满着期待……”在某支行“劳动者港湾”的
留言簿上，几句简单的话语让人读了之后印象却特别深
刻，这是广大劳动者们发自肺腑的内心告白，更是广大
劳动者们对港湾建设发展的祝福和期盼。

小小港湾，承载的是建行人的大梦想、大情怀。在上

海这个繁华城市的街角，有着很多触手可及的温柔，在
这里———“劳动者港湾”我们可以获得很多很多……

文/周清卿

·广告·

新华社南京 12 月 13 日电(记者蔡玉高、蒋芳)
在南京，国家公祭日所有人都需要默哀吗？娱乐节目
还能播吗？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参观能穿吊带、热裤吗？对美化侵略战争之人该如何
惩戒……第五个国家公祭日当天正式实施的《南京
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对这些问题都做出了回答。

从一馆到一城，固化公祭活动仪式感

13 日 10时 01 分，凄厉的警报声响起，江上的
轮船、路上的汽车跟随鸣笛，轰鸣声震荡着古城南京
的大街小巷。纪念馆里 8000 余人肃立，纪念馆外行
人驻足、车辆停驶。人们在同一时间为遇难同胞默
哀。这一分钟，这个城市，时间仿佛凝固了。

第五个公祭日，在南京，“默哀一分钟”不再是一
种情感和道义上的约束，而是被明确写入了条例，成
为一种硬性要求。

在南京商业中心新街口，来往的车辆停在了十
字路口外，行人驻足。30 多岁的司机杨师傅，摁下车
喇叭加入了鸣笛的队伍。

在早高峰刚过的地铁站里，人们停下脚步观看
电视直播公祭仪式，手中报纸的头版是黑色的，手机
页面也是黑白的。

一分钟默哀毕，街头的人流车流恢复。在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中断的悼念仪式
继续进行，81 名南京青少年代表宣读《和平宣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殷忧启圣，多难兴邦……”

按照条例，公祭遇难同胞的仪式得以进一步固
化，并从“一馆”扩展到了“一城”。

南京市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姚正陆说，人民群
众应当用恰当的方式、端正的态度去对待国家公祭。
不仅仅是参加悼念活动和参观公祭设施时要保持安
静肃穆，衣着端庄得体，在此期间还要对公共娱乐活
动予以一定程度的限制。

条例明确，国家公祭活动期间，国家公祭设施
周边禁止一切公共娱乐活动。本市广播、电视、报纸
等媒体在国家公祭日当天应当停止刊播一切娱乐
性报道或者节目。

从“一天”到“天天”，划定民族情

感保护区

在南京地铁 2 号线云锦路站出口处，“和平许愿
墙”上写满了和平祝语：“愿历史教训伴我们走向更
好的未来”“战争不相信眼泪，强军才能安邦”……

2014 年首个国家公祭日以来，人们对这段灾难
历史的认知愈发深刻。可令人不解的是，在全民族不
断反思战争的大背景下，“精日”行径却一再发生。有
“跳梁小丑”在南京紫金山抗战碉堡前穿日军制服摆
拍；有网络女主播在直播中公开调侃；网络上、现实
中仍然有人为博眼球亵渎历史。更令人尴尬的是，对

此类严重伤害民族感情的行径，有关部门在处理
时，一度只能援引治安处罚法。

“‘精日’行为是立法的导火索，而民意则是推
动条例快速出台的动力。”姚正陆说，今年 4 月，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江苏调研英烈保护法时，
提出地方进行立法的动议。5 月，江苏省南京市人
大启动立法，并进行了立法前调研。结果显示，覆
盖南京 11 个区各类人群共 2200 人，78 . 1% 的市
民赞同立法。

“如果历史虚无主义盛行，会不断侵蚀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对‘精日’分子追责势在必行。”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

条例还明确，对歪曲、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
侮辱、诽谤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幸存者等行为，构
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
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现在到未来，祈愿和平友好

公祭仪式开始前，日本友人松冈环来到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群体中。“今天很冷，是女儿陪你来
的？”“又见面了，你看起来身体不错，太好了。”……
一个个问候让老人们露出笑容，与她紧紧拥抱。

作为有良知的日本人，松冈环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采访了 300 多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
200 多名日本老兵，把他们的证言写成文章、拍成
纪录片，不断敦促日本政府能端正历史观，早日
作出真诚的道歉。

81 名南京青少年代表诵读和平宣言，6 名各
界代表撞响和平大钟，3000 羽和平鸽飞向天
宇……处处可见的“和平”元素彰显了国人在沉痛
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同时，对和平生活的热
切期盼。饱含深情的诵读声，让在场的公众为之动
容，幸存者频频拭泪。

张建军说，正如已故幸存者李秀英所说“要记
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和平的生活才是所有人
的愿望，这是举行国家公祭的根本用意所在。条例
中对此也进行了强化。

条例特设了“宣传教育”专章，提出了构建全
面、完整的国家公祭宣传教育体系，深入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其中明确，市人民
政府应当通过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国际学术交流、
史料巡回展览、民间交流活动等方式，做好对外宣
传工作，推动国际和平城市建设，提升南京大屠杀
史实的国际影响力。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以青少年
学生为重点，普及南京大屠杀史实，加强爱国主义
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姚正陆说，条例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导向意义，发
挥了立法的价值引导功能，更能进一步凸显南京
“博爱之都”“和平之城”的城市形象。

第五个国家公祭日

南京这样立法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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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 12 月 13 日电中共中央、国务院 13 日
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 2018 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王晨出席并讲话。

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举行。纪念馆集会广场庄严肃穆，现场国旗下半旗。广
场西侧的“灾难墙”上，灰黑的底色映衬着“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14 个白色大字。8000 余名各界
代表胸前佩戴白花，静静肃立。解放军仪仗大队 18 名
礼兵齐步行进至公祭台两侧伫立。

10时整，公祭仪式开始。军乐团演奏《义勇军进行
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向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同一时间，公祭现场和南京全
城拉响防空警报，汽车停驶鸣笛，行人就地默哀。

默哀毕，在军乐团演奏的《国家公祭献曲》的旋律
中，解放军仪仗大队礼兵将 8 个花圈敬献于公祭台上。

之后，王晨发表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在这里隆
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缅怀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
胞，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
烈和民族英雄，缅怀同中国人民携手抗击日本军国主
义献出生命的国际战士和友人，宣示中国人民牢记历
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表达中
国人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王晨指出，在这庄严的时刻，可以告慰遇难同胞和
抗战先烈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
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谱写了国家和
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王晨讲话后，81 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宣读《和平
宣言》，6 名社会各界代表撞响“和平大钟”。伴随着 3
声深沉的钟声，3000 只和平鸽展翅高飞，寄托着中华

民族对死难者的追思和对和平的无限期许。
国务委员王勇主持公祭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

王正伟和中央军委委员张升民出席。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中央党

政军群有关部门和东部战区、江苏省、南京市负责同
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
士代表，港澳台同胞代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及遇难同胞亲属代表，国内外相关主题纪念(博
物)馆代表，国内有关高校和智库专家代表，中日韩
宗教界代表，驻宁部队官兵代表，江苏省各界群众代
表等参加公祭仪式。

2014 年 2 月 27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法形式将 12 月 13 日设立
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大图：12 月 13 日，礼兵在公祭仪式上敬献花圈。

新华社记者孙参摄
小图：12 月 13 日，人们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烛光祭”活动。

新华社记者季春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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