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3 1 日，是上

海市复兴高级中学退

休教师、民进会员胡

冠琼女士的寿辰。趁

着周末，复兴中学五

九届的毕业生们从五

湖四海赶来，给恩师

胡冠琼庆祝生日。每

年的这个时候，这群

学生都会回来看望他

们的班主任兼数学老

师。而这次的意义更

加不同，因为胡老师

已迈入期颐之年，他们将一起庆祝她的百岁华诞。

说起胡冠琼老师，老班长王金强也许是学生中

最有发言权的。从初一到高三，他连续六年担任班

长。因为家境困难买不起眼镜，细心的胡老师帮他

配了他人生中第一副眼镜。逢年过节同学们去胡老

师家拜年，胡老师总是亲自下楼迎接。这些看似微

不足道的小事，串联成一位润物细无声的师长形

象。对王金强影响最深的，是胡老师时常的教诲：

“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他满怀深情地说，大家在各

自的岗位上勤奋努力地工作并取得今天的成就，离

不开母校及胡老师的培养和教导。同样谈起胡老师

就激动不已的还有北京大学医学部心内科主任医

师、博导毛节明教授。“胡老师一生都投入到教育事

业中，对我们所有的学生都特别好。我现在工作中

带教学生的方法也受到了胡老师很大的影响。”

所有学生都发自内心地表达了对胡老师的崇

敬与爱戴。正是这份爱，深深地镌刻进了学生们的

心中，让他们心怀感恩和敬意，不管岁月如何变迁，

依然未曾褪色。

已迈入鲐背之年的姚晶老校长坚持要亲自来

给胡老师祝寿。姚校长回忆了与胡老师并肩振兴复

兴数学教研组的往事，并对胡老师放弃退休后安享

晚年的机会，主动提出手把手带教几十位青年教师

的事迹予以了高度肯定。而接过“接力棒”的陈永平

校长也汇报了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工作方向。

在复兴高级中学任教的 3 0 多年里，胡冠琼老

师作为数学教研组组长、班主任，培育出了一批又

一批优秀的复兴学子。他们中有的成为全国知名高

校的教授，有的成为外交官，有的成为演员，还有像

中国科学院院士路甬祥先生和郑时龄先生这样的

国之栋梁。这些学生是胡老师的骄傲，而胡老师则

是整个复兴的骄傲。

接过话筒，胡老师轻轻地说了两个字“感谢”。

“首先，我要感谢生活到今天，参加今天的会。其次，

我要感谢政府的方针政策，让我们过上了幸福生

活。最后，感谢今天与会的各位领导、老师、同学，是

你们给了我关怀和爱护，这就是亲情和友情，它们

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感恩，是这位百岁老人传递给我们的人生观。

作为教师的胡冠琼也把这种人生观传递给了她的

学生。 （来源：“虹口统战”）

姻 在“两新”党建网上开辟“明贵觅民生”信箱听
取企业的意见和建议，将公司所在街道对口联系的居委

会作为员工上岗前的基层轮训基地，担任社区代表大会

代表参与社区共治。在工作中主动发现、在生活中留心

观察、在基层亲身体验，都是黄明贵这个“80 后”政协委

员提案灵感的源泉。

人物广角

“80后”委员：履职九年未虚度
———记浦东新区政协委员黄明贵

胡冠琼：是恩师，也是慈母

刘金明：
荣获“中国妇女儿童慈善奖”

姻楼凌宇在执业之余，一直义务开展法律援助活动。
特别是面对在工作中碰到很多“姐妹们”因为法律知识的

欠缺而陷入困顿的现实，她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专门成立

蓝白楼凌宇劳动法工作室，免费开展劳动法律知识的宣传和

讲解。

———记静安区政协委员楼凌宇

■ 俞海华

春风十里，笑靥如花。跟传统港台律政剧中女律师犀

利、强势的形象完全不同，楼凌宇律师随和、可亲，一下子拉

近了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在一个初春的下午，我们来到她位

于苏河湾畔中国上海人才大厦 1 4 楼的律所办公室，聊工

作、聊事业……

转型———专攻劳动法

“面对企业改制、兼并、收购、解散、停工停产、破产等过

程中，人员安置及劳动争议纠纷的仲裁、诉讼，律师其实是

要在政府、企业、员工之间找到法律的平衡点，努力当好三

者间的协调员。”这是楼凌宇投身于劳动法领域的初衷。

2 0 0 7 年 7 月，一个偶然的机缘，当时的老同事和老同

学想合伙开一家专业从事劳动法案件业务的律所，并邀请

楼凌宇加入。接到邀请，楼凌宇觉得可以从一个人单干，到

有一个团队一起努力，觉得很幸福。于是就毫不犹豫地答应

下来，成为如今上海蓝白律师事务所的三位创始合伙人之

一。当问到“蓝白”有啥含义时，楼凌宇笑言，其实就是用了

英文 L a b o u r（劳动）的音译而已。

律所成立后，楼凌宇抛开了“万金油式”的方式，确定了

作为专业劳动法律师的定位。然而，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

大家对劳动法律服务的业务并不看好。绝大多数企业还没

有就劳动纠纷单独聘请律师。有的聘请律师事务所作为法

律顾问，也只是为其提供一般的劳动法律服务。当时上海也

几乎没有律师团队仅靠劳动法律服务去支持一家律师事务

所的发展，也几乎没有仅靠劳动法律服务的律师团队。

蓝白律师事务所专注于劳动法律服务业务的定位时，

可以说是属于“吃螃蟹”的。楼凌宇和她的团队秉承着“专

业”和“公信”的理念，努力向客户、向市场传递着专业的劳

动法律服务理念。凭着她扎实精湛的业务、将心比心的心

态，无论是哪一方，都对律所、对楼凌宇律师树起了大拇指。

美亚保险、南丰集团、港龙航空、东陶中国、上海紫竹科技园

区等国内外知名企业都找上门来，希望律所和楼律师能够

提供劳动法方面的专项法律服务和风险管理解决方案。

楼凌宇说，在上海，“蓝白”是个“小律所”，但依靠我们

的“专”，闯出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空。今年即将迎来

“蓝白”十周年的生日，她说要好好地总结一下、庆祝一下，

同时规划好下一个十年。

意外———来上海当律师

生活总是充满了意外和惊喜。对楼凌宇来说，到上海来

做律师完全是一个意外。出生于浙江诸暨，就读于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就职律所，楼凌宇说，她的经历

其实真的很简单。跟经历的简单相似的是，当初大学毕业时，

心中的想法就是到一家公司找份行政工作，朝九晚五地做个

“小白领”，那样的生活就是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

毕业前楼凌宇偶遇了一场律师招聘会，一面试还面中了，

虽然毕业时的首选地并非上海，但当时能落户上海，还是蛮诱

人的，于是就签约了这家律所。

虽然选择了做律师，但那时的楼凌宇其实对自己的目标、

生活毫无概念，甚至充满了困惑。可以说是在茫然中开始了律

师职业的全新生活。楼凌宇从律师助理慢慢做起，从中了解了

律师工作的基本流程，后来逐渐接触法律援助案件。

楼律师依然清晰地记得让她深刻体会到律师价值的一个

法律援助案件。这个案件是一个父亲殴打女儿致其精神失常，

女儿状告父亲赔偿的案件。楼凌宇说，当她在一间潮湿阴暗的

地下室，见到了女孩和她的母亲时，也许是女性的同情心，也

许是感受到了女孩妈妈的坚强和母女俩对她的信任，她开始

了全身心的投入。女孩受伤害大，不停地哭闹，楼凌宇凭着天

然的本能尽可能地关心她、安慰她。让楼凌宇感到意外的是，

小女孩慢慢地变得很听她的话了，有时跟她妈妈哭闹，只要她

妈妈一提“楼律师”，她就会安静下来，问楼律师是这个意见

吗。或许正是女孩的这份依赖，让她一下子找到了自己做律师

的价值，也让自己明白了获得信任的重要。案件最终判令女孩

父亲承担赔偿责任，其父亲也当庭向女儿道歉。该案件后来被

东方电视台《法律与道德》栏目作了特别报道。

感恩———为社会“发声”

在采访过程中，楼凌宇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感恩”。感

恩律师这个职业让她找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人生之路，也感

恩这一路走来帮助自己的人。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楼凌宇在

执业之余，一直义务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特别是在工作中碰到了很多“姐妹们”因为法律知识的欠缺而

陷入困顿的现实。为此，她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专门成立以

其名字命名的蓝白楼凌宇劳动法工作室，免费开展劳动法律

知识的宣传和讲解，帮助“小姐妹们”在签订就业合同时正确

地适用法律条款，避免和化解不必要的矛盾。

2 0 1 2 年加入了民进组织，2 0 1 6 年成为静安区政协的委

员。楼凌宇说，感谢组织对她的信任，给了她一个非常大的参

政议政平台。

有一次，楼凌宇在微信朋友群里聊天时，听同行谈及了在

案件诉讼中翻译的问题，几位同行都在抱怨现在翻译公司的

不严谨。对此，楼律师也深有体会。曾经有个案件，对同一英文

单词，两家有资质的翻译机构却出具了相反的翻译内容，造成

了案件审理的困惑和司法资源的浪费。这不也是一个可以提

建议、写社情民意信息的问题吗？楼律师立刻起草了《建议明

确诉讼案件中翻译机构翻译责任》的社情民意信息，结合自己

和律师同行们办理的案件和困惑，对司法实践翻译环节存在

的不足，提出了专业意见。该篇社情民意信息上报后不久就被

全国政协录用，同时获得当年民进中央参政议政成果三等奖，

市领导还作出了批示肯定。这给楼凌宇很大的震撼，因为一篇

社情民意信息能有效进入领导决策视野，从而实现成果转化

服务社会，这给社会带来的价值，远远高于一个案件胜诉或收

取的一笔律师费。

于是，在工作之余，楼凌宇从法律专业的角度去观察社

会动态，提出了《建议适当调整本市关于生育保险的政策

口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应增加“就业歧视纠纷”的建

议》《关于建立住宅小区老旧电梯强制维修机制的建议》等

一批建言。

楼凌宇感言，加入政协组织后给了她更大的视野去观察，

特别是静安政协，她给你无时不在的欢乐，同时催发你无穷的

内动力，为静安、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

楼凌宇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努力认真做事，尽情享受过

程，向往美好未来，这就是她想到的生活状态。

4 月 8 日，由全国妇联主办，中国儿童少年基金

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妇女儿童慈善

奖（2 0 1 5 —2 0 1 6 ）”表彰大会在京举行。 1 6 3 个单位

（集体）和 8 1 名个人荣获“中国妇女儿童慈善奖”。上

海市欧美同学会宝山分会刘金明理事被授予“ 2 0 1 6

年中国妇女儿童慈善奖”。

刘金明是上海丝凯依纺织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公司主要以制作服装为主，他的企业不参加国外展

会，也不搞互联网销售，只注重在产品质量上把关、

降低成本。他的理念是，只有把企业做好、做强了，自

然而然就有客户上门来。

在做好企业的同时，刘金明常年不断地做慈善

事业，积极参与教育、文化、养老、扶弱帮贫等公益事

业，将公益纳入企业的文化中。他积极参加了由全国

妇联领导、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发起并组织的“春蕾计划”儿童公益项目，并捐助

了 5 0 位小学生的学费。此外，刘金明为母校上海电

机学院捐款 1 0 万元，回报社会回报母校。他还向宝

山顾村养老院捐赠 1 0 万元现金，改善老人生活。从

参与“蓝天下的至爱”捐款活动，到购买千双袜子，赠

送给贵州山区的小朋友……多年来，刘金明默默地

坚守着慈善事业，他的公司成为上海市宝山区最热

衷公益事业的民营企业之一。

刘金明用善行善举回报社会，用行动诠释爱的

奉献、企业之责。近日，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企业

风采”栏目也播出了对刘金明的专访和上海丝凯依

纺织品有限公司的专栏介绍。

（来源：上海市欧美同学会）

■ 任姝玮

2 0 0 8 年，对于黄明贵算是特别的一年。这一年，他辞职

创业；这一年，他成家立业；这一年，他作为一名“两新”组织

的党群工作者，被推荐成为浦东新区政协委员。

“80后”老板

在“8 0 后”中，上海浦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明

贵绝对算是一名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

后，进入知名投行工作。三年后，毅然辞职，开始创业。他说

自己只是刚好抓住投资行业发展的契机，和志同道合的伙

伴联手创业，在陆家嘴金融城内，发起设立了大众卫生投资

基金，致力于医疗行业投资。

此后九年，涉足的领域越来越多、业务越做越大。从最

开始的一家公司，发展成为如今的集团化企业，致力于打造

产融耦合平台，并以“一体两翼”的框架来构建企业发展战

略。所谓“一体”就是“协同共创价值的平台”，“两翼”即“并

购重组”和“结构化融资”。在汇聚“信誉保障”“专业服务”

“耐性资本”的基础上，立足于为目标企业的“网络化发展”

提供支撑，通过创造产业耦合红利和扶持企业跳变的跃升

价值来为投资人提供稳健收益加超额回报。

“从医疗行业入手，此后根据市场的发展，不断转变发

展的方向，让公司从微笑曲线的中间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

伸。从帮助企业海外上市、管理基金，再到帮助上市企业并

购重组，发展保险延伸业务……”公司的每一次转型，每一

次决策，无一不是对黄明贵个人能力的考验。所以 2 0 1 5 年，

在“让解放思想在浦东落地”区政协与媒体沙龙上，黄明贵

就用自己公司的发展历程举例，建言浦东如何解放思想。

“之前感到竞争越来越激烈，业务越来越难做。在与多方

合作组建了一家新公司后，我们吸纳了新的资源，才发现以前

过分夸大了问题的难度。有时候把利益格局做大一点，事情就

没有这么困难。对于浦东来说也是如此，寻找各有难处、但都

想做事的第三方，聚集资源把‘盘子’做大，站得更高一点，整

个事情就能解决，正所谓‘高屋建瓴，才能醍醐灌顶’。”

不过问起他的成功之道，他却说出恩师教的四个

字———真诚、感恩。“经济学就是社会学，优秀企业家其实是

优秀的社会活动家。你足够的真诚并懂得感恩，人与人之间

的合作，才能长久。”

“80后”党员

在众多企业家中，黄明贵对党建工作的重视绝对名列

前茅。

2 0 0 8 年，他便是在“两新”组织的推荐下，增补成为区

政协委员。推荐的理由中，有一条便是：他作为“ 8 0 后”的党

群工作者，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能起到垂范作用，很具有

代表性。

当时，他作为自己企业所在地———嘉兴大厦的联合党

委副书记，一直在想如何积极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桥

梁作用，把党和政府的政策、信息及时传递给“两新”组织，

把“两新”组织的诉求、信息及时反馈给党和政府。

为此，他曾在“两新”党建网上专门开辟信箱———“明贵

觅民生”信箱，听取企业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那些“白骨

精”（白领、骨干、精英）的意见，把智慧集中起来。从中，他发

现中小企业贷款难一直是个大难题。在成为政协委员后，他

便积极利用政协平台，建言献策为中小企业解决贷款难。

如今，公司注册地在上钢街道，他便结合街道特色，更

“接地气”地开展企业的党建工作。他将上钢街道对口联系

的居委会作为公司员工上岗前的基层轮训基地，让员工深

入基层，学会协同各类关系，帮助解决各种社区事务，参加

街道的运动会、公益行，认领公益项目，向新疆喀什捐建希

望小学……

不过，让他颇感自豪的是，黄明贵现在还有了一个新身

份———上钢社区代表大会副主任。“这是上钢街道的新作

法，社区代表大会就是社区居民选自己的代表，商议的是社

区的发展。讨论的是社区的问题。像越江隧道建设过程中，

居民房屋加固问题；人行天桥建设问题等等，都是通过社区

代表来协调帮助解决的。”

黄明贵非常热心地介绍这项新工作，他说社区代表大

会也是政府和居民之间一座沟通的桥梁，是发挥社区共治

的创举。

“80后”委员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黄明贵对于履职工作尽心尽力。

“居其位，安其职，尽其诚而不逾其度。”这是黄明贵第

一次参加区两会时，便发出的声音。在政协各大活动上，也

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每次发言亦是言之有物，饱含深意。

工作中的实际发现，生活中的留心观察，基层的亲身体

验，都是黄明贵这个“ 8 0 后”政协委员提案灵感的源泉———

新兴产业、智慧城市、道路绿化、污水处理……每年区两会

上，他都会提出不同主题的提案，对浦东的发展建言献策。

细看他的提案：《关于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的

建议》《关于把临港新城打造成智慧城市的建议》《关于

“以北斗导航民用化为抓手推进智慧航运”的建议》《关于

浦东新区道路绿化建设的建议》《关于“推进 P P P 模式实现污

水处理循环利用”的建议》，每一篇都是他深入调研、细心研究、

广泛求证后的结晶。

去年，他提出《关于浦东加大对通用航空产业发展专项扶

持的建议》更是被评为了年度优秀提案。

采访最后，问他：“做了九年政协委员，对自己的表现满意

吗？”他略一停顿答道：“不能说满意，只能说没有辜负光阴，还

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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