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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 法治护航 —— 集团党支部与会员企业开展联合党建活动

近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筱柳，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廖成珍，
市新经济委、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商务局、文广旅局等有关部门到访德必川报易园
进行参观调研。陪同参观的有锦江区委副书记罗蓉，副区长刘沛及文产办、发改
委、商务局、新经济和科技局等部门领导。德必集团成都城市公司董事、总经理
李茉岚女士，公共事务部总监宁洁女士共同参与接待。

刘筱柳副市长对德必川报易园的产业定位、园区运营、园区内企业发展状况进行
了详细询问，就德必为企业提供的成长服务平台进行了深入了解。李茉岚女士从全产
业链服务平台、轻公司生态圈、国际会员平台、智慧赋能平台等多维度进行了全面介
绍。刘副市长肯定了德必川报易园的现有成果，并希望德必能够持续关注和赋能园区
内不同产业的核心需求，借助自身丰富资源及运营经验，助力更多企业发展。

北京市朝阳区委副书记、区长文献调研东枫德WE"
——文创朝阳再添创意新势力

德必党建 PARTY BUILDING

成都市副市长刘筱柳一行到访德必川报易园

近日，工信部、军委装备发展部装备项目管理中心、海军标准化研究中心、清
华大学、联想集团一行莅临德必WE"硅谷人工智能（上海）中心参观调研。上海市闵
行区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云伟俊，德必集团首席战略官罗晓霞，德必集团
首席社会责任官张一鸣及上海市人工智能技术协会秘书长朱伟民陪同参观了中心的
内部环境、设施及四家新兴技术/人工智能公司。

随后的座谈会上，德必集团首席战略官罗晓霞向领导们详细介绍了德必集团旗
下的多个产品分支，理念及建设、运营模式。上海市人工智能技术协会秘书长朱伟
民介绍了协会的成立背景及发展愿景。工业和信息化部军民结合推进司处长雷楠，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处长刘傲对德必WE"硅谷人工智能（上海）中心的园区建设给
予了高度认可，并就园区经营模式与德必集团首席战略官罗晓霞展开深入交流。

德必集团承办2019北京文化创意大赛
上海市分赛

8月5日，2019年北京文化创意大赛上海分赛在德必外滩8号成功举办。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中心指导，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主办。上海赛区作为北京赛
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上海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办，上海财经大学创业和投资校友会、寒武创
投协办，力求通过大赛发现优秀文化企业与团队，培育优质文化产业项目。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副主任王鹏、北京市海淀区文促中心文化产业组组长于佩丽、北京东方嘉诚文化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李世栋、德必集团COO首席运营官罗晓霞、德必集团党委书记苏荣出席本届赛事。弘翌投资董事长高
凌云、人民网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胡佳林、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文化艺术委员会专委王可、优势资本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合伙人叶华、中民嘉业投资董事总经理严帆、华西新市村党委副书记周丽、嘉源海文化公司总经理曾琼代表担任本届
赛事专家评委。来自非遗及IP开发、文化体育、文化旅游、生活服务等不同领域的10支队伍进行了现场角逐。评委提出：
本次参赛的团队都拥有独特的创意想法，希望各创业团队通过加强与互联网科技的融合来完善创意项目。

德必集团首席运营官罗晓霞在致辞中表示：北京文创大赛来到了上海，为上海文创产业发展增加引擎动力，增加上海
与北京在文创领域的互动交流，推动中国文创行业的发展。德必集团将秉承北京文创大赛宗旨，将大赛打造为集IP聚集、
人才聚集、创意聚集，以及智慧分享、服务分享、资本分享为一体的文创平台。

为切实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激励全体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德必集团在七月展系列活
动，为党的98岁生日隆重献礼！

近日，德必集团党支部与30余位会员企业代表前往长宁区人民法院旁听
现场庭审。庭审过程中，大家以法庭为课堂，以案例为教材，学习了法庭审
理的各个环节，亲身感受了案件审理的全过程，进一步树立了证据意识和程
序意识。

工信部领导一行莅临德必WE"硅谷人工智能（上海）
中心参观调研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委副书记、区长文献，率考察团一行参观调研东枫德必
WE"园区。朝阳区东风乡党工委书记郭君，东风乡副乡长刘高怀，东风农场有限公
司总经理于永杰、书记任占伟等领导陪同区长一行进行了考察。东枫德必WE"项目
副总经理董黎旻等进行了接待。

文献区长一行参观了东枫德必WE"的wehome社群中心、半坡花园、演艺广
场等特色创意空间，体验了德必自主研发的wehome空间智慧管理平台，考察了
园区代表性企业，并听取董黎旻副总经理对于东枫德必WE"文科创产业服务的成果
汇报。文区长对园区花园独栋、连廊逡巡的建筑形态印象非常深刻，对园区独特
的文科创产业服务理念也表示高度赞赏。文区长表示，东枫德必WE"要充分发挥园
区载体的优势，做好、做深文科创企业服务，搭建好产业赋能平台，让更多的文
创、科创企业享受到朝阳区产业服务升级带来的发展前景。

For Creative  |  助力中国创意   

本次活动也是企业法律服务系列工作的
内容之一，提高民营企业依法经营、依法治
企和依法维权能力，提升企业守法诚信经营
意识。庭审结束后，在法院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大家参观了区法院，对法院工作有了更
清晰的认识和体会。会员企业代表认为，这
次活动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对帮助企业
加强经营管理有着重要意义。

期间，德必集团首席社会责任官张一鸣
先生与长宁区法院副院长宓秀范女士就如何
做好新时期党建工作、实现审执工作与党建
工作深度融合、以党建工作新成效促进法院
与企业各项工作深入有效开展等进行了交流
探讨。

双方一致认为，在党的98周年生日之际，
开展这样一次活动非常富有意义，双方将进一
步加强结对共建，共同提高党员党性修养和强
化为民服务意识，使基层党建更好地服务于发
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东溪德必易园
近日，为纪念建党98周年，杭州东站枢纽联合东溪德必易园及同心

圆单位共同开展“同心筑梦”志愿服务活动，为东广场旅客提供问询、法制
宣传、凉茶赠送、问诊、垃圾分类宣导等服务，用实际行动践行先锋本
色，展示杭州志愿服务风采。通过这次志愿服务活动，东溪德必易园向
大家展示自己的企业特色，让旅客了解到了德必的文化底蕴。

@德必老洋行1913

近日，芳华德必运动LOFT X Thermomix 为园区客户带来《小美私厨
——免费试吃》活动。炎炎夏日是不是吃什么都没胃口，偶尔有胃口又觉
得做起饭来太麻烦？这次小美来了！轻松一点，开锅即食，不见油烟，只留
美味，为大家带来了柠檬汁、豆浆、西式南瓜浓汤和糖醋排骨。还可以现场
参与制作玫瑰花馒头、荷叶夹，有专业老师现场指导，你也能变身厨神！

@芳华德必运动LOFT

近日，老洋行联合园区客户，为大家举办了一场香槟知识普及品茗会。
香槟酒，原产于法国香槟省，故名香槟酒，是一种经典的起泡葡萄酒，只有
在法国香槟区用指定葡萄酒品种和方法酿制的起泡葡萄酒，才能称得上是香
槟酒。它是起泡酒中最珍贵的一种。活动现场大家一起品茗香槟的风情，享
受生活，惬意自在。

@昭化德必易园
近日，昭化德必易园的ZUCZUG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夏日跳蚤市场的活

动。在这个跳蚤市场中，售卖和以物易物的形式皆可！甲之砒霜，乙之蜜
糖，自己闲置的物品在别人手里也可能发挥大作用。ZUCZUG的员工为大
家精心准备了家中闲置但有趣精美的小玩意儿，哆啦A梦的百宝口袋已然
敞开啦，许多参加者都从市场上淘到了自己心仪的小物件。

@上海佛罗伦萨——中意设计交流中心佛罗伦萨基地
近日，一场“华服盛宴”汉唐服饰秀暨孟悦月女士《意国梦华集》新书发

布会在施特洛奇别墅举办。本次活动由中意设计交流中心、德必集团和意大
利费尔默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办，烨桦汉服社、“三昧”中国文化研究会、当歌
葡萄酒协办，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佛罗伦萨学生学者联谊会、马切拉塔
学生学者联谊会、博罗尼亚学生学者联谊会、佩萨罗学生学者联谊会、道禧
阁信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支持，共同展现中华民族传统服饰（华服）的魅力。

@德必外滩WE"
近日，德必外滩WE"举办了徒步旅行爱好者交流会。徒步是一次没有

信号的内心独白，是一次拼尽全力抵达终点的信念。旅途中的相遇是一次
从陌生人到结拜的情义，是一次比中五百万几率还要小的同行，是一段人
生中宝贵的时光。这不仅是一次旅程，更是一群相似人的相似执着。本次
交流会把爱好徒步旅行的人们汇聚在一起，分享经历，交流经验，相约下
次一起徒步！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上海，蓬勃兴起的文创
 园区：点亮城市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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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前，俯瞰上海，苏州河及交通线沿线密
布的工厂，支撑起城市发展的经济脉络。如今，再
度打开上海地图，会发现老厂房、旧仓储空间等工
业遗存，已蜕变为创意城市的崭新地标。137家市
级文创园区星罗棋布，围绕“一轴”（延安路城市东
西向轴）、“一带”（中、外环城市金腰带）、“两
河”（黄浦江、苏州河）、“多圈”（环同济、环东
华）的空间布点，加速“厂区——园区——社区—
—城区”迭代升级，打造融入周边环境的开放式社
区。

上海市文创办6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
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总建筑面积近700万平方米，
入驻文创企业2万余家，入驻企业总营收近5500
亿元。在文创成为产业发展新着力点之时，充满
年轻活力的文创园区正转型升级为点缀这座城市
的风景线。

“一轴、一带、两河、多圈”发展布局
沿着安化路492号的台阶拾级而上，穿过一片

郁郁葱葱的竹林，来到绿意掩映中的长宁德必易
园。这里前身为上海航天局第八〇九研究所，见
证了我国计算机科学的发展研究成果。经改造重
建后，这栋老建筑大楼转身成为中心城区集聚文
创企业的产业园区。美团点评、童石、童年智造、
荷瑞会展等众多充满创意的企业从没有围墙的园
区中起步。

“文创园区的角色正在变化，从一开始的物业、
办公场所出租转变为向文创、科创企业发展提供
全面服务。文创产业园区实际上承载了经济转型
发展、孵化龙头企业的职责。”上海德必（集团）
董事长贾波说。国内文科创园区连锁经营领先品
牌德必从2006年起投资运营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园区已遍布上海、北京、南京、成都、苏州、杭
州等国内主要城市以及美国硅谷、意大利米兰和
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城市。

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形成了核心主导产业
清晰、产业特色鲜明等优势。“集聚效应体现在人
与人、人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大量交互。
”贾波说，文创园区是文化的最好承载体，通过将

文化和历史注入建筑，文创园区犹如一个个有温
度的城市公共空间，成为轻公司资源对接的“参天
大树”。从为小微企业提供精装全配拎包入住的“德
必·SPACE系列”，到迎合中小企业需求的生态办公
“德必易园系列”，再到适应国际化企业发展需求的
“德必WE"系列”，经过16年的探索，德必集团现已
形成个性不同的品牌条线。德必园区共集聚1万多
家文科创企业，平均出租率超过98%，文科创企
业集聚度超过85%。

从厂区、园区到社区、城区迭代
最新数据显示，去年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

增加值4227.7亿元，同比增长8.9%，占全市生产
总值的比重为12.9%。创新，正成为这座城市的
驱动力。

上海外环线以内的中心城区大约有620平方公
里，外环到中环两侧大约400平方公里。这一区
域，相当一部分是过去的工业区或工业、仓储等
传统产业集聚地。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工业区带来
的人员聚居形成了高密度居住社区，并萌发了各种

公共服务，最终形成了工业区的城市化。而原有
的传统工业、仓储则逐步退出，留下了相当数量
的产业空间，分布、分散、镶嵌在这一区域内。“
这是上海特有的、能够承接创新产业的宝贵资源。
这些空间，让大量科技园、科创园、文创园的产
生成为可能。”上海产业转型发展研究院首席研究
员夏雨说。

“创新城区需要有大量创新企业、创新机构、
创新要素、创新文化和城市标识的集聚，这将对
城市发展产生巨大能量。”夏雨期待，在上海中心
城区大约400平方公里的中心区域以及一些次中心
区域内，“如果有几十个乃至上百个1至3平方公里
左右的创新城区，那将推动整个上海建设创新高
地。”

 



-How are you ?
-I’m fine. And you ?
没有人知道李雷和韩梅梅，多年以后他们是否

还能牵手？但他们的“中式”英语却成为一抹或深或
浅的底色，渗透中国人英语学习的漫漫长路。

为了摆脱“中式”英语的标签，从钟道隆发明的英
语复读机，到李阳的疯狂英语、俞敏洪的新东方，再
到今天的在线英语教育，近三十年来英语教育模式不
断更迭，中国人对英语学习的狂热从未减退。

微语言的创始人朱春娜对我说：“中国孩子缺乏
英语口语的学习环境，微语言目前在帮助学生实时
通过视频直播听老师讲课的基础上，实现了在线外
教、线下中教老师和学生的时实互动，让每一个中
国孩子都拥有全球外教，可以用英语自信流利地讲
述中国故事。”

守望乡村
当大城市的孩子看着高清大屏幕，和外教一对

一流利地进行口语交流，体验着纯正的英语学习氛
围时，在中国二、三、四线城市和许多贫困乡村，
那里的孩子却只能在老师生硬、模糊的发音中去拼
凑一个他们想象中的英语世界。高考改革后，很多
城市都在英语考试中加入了英语口语。为了提高孩
子的口语分数，即便是上万元昂贵的外教辅导课程，
家长也毫不犹豫地为自己的孩子报名。但，如果出生
在一个温饱线上挣扎的家庭，孩子们要如何在这场天
平已经倾斜了的考试中获得应有的筹码？

微语言所倡导的中外双师构建未来英语课堂，
面向中国1500多所公立学校，覆盖贵州、云南、
甘肃等省份。针对传统外语教学基本必备条件，比
如语境、情境、典型语言活动示范、全景真实感受
的匮乏，大大促进了互联网+教育的融合，让中国
孩子接触、体验、享受如在英美国家般纯正的英语
环境。 

朱春娜告诉我：“其实我们最早只做单纯的外教
授课，但课堂氛围一直不是特别理想，我们后来发
现主要原因在于外教老师其实不太知道什么问题应
该选哪位学生来回答，可能有的学生英语基础很好
，回答简单的问题缺乏挑战；而有的学生还在进步
中，太难的问题当回答不出的时候又挫伤他学习的
积极性。所以我们开始想如果能有中国教师一同上
课，帮助外教老师来梳理学生们的学习状况，在选
择学生提问、分组讨论，PK等等教学环节时就能更
科学合理地进行。借助互联网资源，跨越地域的阻
碍，一位学生可以享受两位优秀老师的教学服务，
而与此同时，中教老师自身的英文在教学互动中也
得到进步，可以说双师互动授课模式全面提高了课
堂英语教学质量。

在贫困偏远的山区，微语言的每个行动，缓慢
且坚定地改变着这里的英语教育……

教育，这条漫漫路 
“教育和那些短平快的商业模式不一样，教育这件

事，但凡你碰到了，如果不坚持下来，就失去了它
的初心和意义。”

朱春娜：有一天，大山
深处来了位洋老师

榜样在身边
DoB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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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DIALOGUE

朱春娜告诉我：“从我创业开始，每天醒来想的
第一件事就是今天我要解决什么问题。资金链要断
了怎么办？市场怎么都进不去怎么办？管理上出现
了问题怎么办？很多问题甚至都分析不出个为什
么。所以一路走来，你问我哪一个坎最难，我只
能说每一个次都很难，但在煎熬中能看到给别人
创造的价值，天天工作这么扎心也值了。”

“公司创立过程中吸引了很多高管加入，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微语言真的在做解决教
育资源不公平的问题，是福报，很多人说这是一种
教育情怀。我自己时常想，企业虽然最重要的是盈
利，但如果在活下来的基础上，能尽自己的绵薄之

力去解决社会上的一点问题，我们觉得这是一件非
常有价值的事。”

朱春娜说：“其实不单是微语言，教育从业者
应该有这样的感触，我们希望我们培养出来的孩子
在未来国际的舞台上，能自信流利地讲述中国的故
事。”

互联网时代下，双师互动课堂又刮起新一轮英
语学习热潮，或许，将为中国英语教育吹出一片明
朗的天空。 

文/张珩君

“徐阿姨，这边茶水间没水了！” 
“徐阿姨，明天有领导参观，会议室需要打扫

一下。” 
“徐阿姨，这次的会场是这样布置的……” 

徐阿姨全名叫徐桂芳，是社群中心的轮班保
洁，也负责会务的布置和会场的卫生清洁工作。

大家对徐阿姨的最初印象，是她瘦瘦小小的身
影，一个人单手拎着一桶饮用水，一口气提到二楼
的茶水间去换水。所有人看到这场景都会惊叹：“天
啊，徐阿姨力气真大！”大家都看着不忍心，担心她
年纪稍大，会撑坏了胳膊，常常跟她说悠着点，水
桶可以慢慢滚过去，从直梯上去也会更省力气。她
操着一口南方口音说：“我没关系，我一口气能搬上
去，直梯太远浪费时间了。”

徐阿姨是个走路带风，做事干脆利索的人，说
有什么活儿，三步并两步就跑过去干起来。除了日
常的清洁维护工作，她还因为工作认真负责，被指
定为会务保洁。自从负责会务以来，徐阿姨的工作
时间也从正常的轮班变为有会议就倒班，有时会议
结束得晚，会场使用得频繁，徐阿姨加班得就多，
晚退早到的情况经常有。她从没有抱怨过，每次完
成工作都会主动找到会务负责人，检查会场保洁工
作的完成情况，询问是否还有其他需要准备的。如
果有不行的，她就回去继续做到满意为止，一定要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肯安心地回家。

有一次临近下班的时候，突然来了参观人员，
因此需要布置会议室。负责人着急打电话给徐阿
姨，没想到徐阿姨当天是早班，刚回家正看着小孙
子呢。负责人于是告诉徐阿姨不用过来了，再找其
他人去做。没想到过了一会，徐阿姨突然出现在办
公室里急切地询问需要按照什么标准来准备。我们
问她：“您怎么又回来了徐阿姨？找别人做就可以
了。”徐阿姨一脸焦急的说：“没事，我家就在附
近，我刚回去工服也还没换，我儿媳妇正好也在
可以看着小孩儿。我怕别人找不着会议室那些东
西，我不放心……”徐阿姨“絮絮叨叨”的说了一大堆，
一边说一边在柜子里找茶杯茶叶。那一句“我不放心”
感动了我们在场的所有人。 

这样的细节数不胜数，因为徐阿姨工作上的
认真负责，会务的保洁工作井井有条，着实让社
群的小伙伴们倍感踏实。据我们了解，徐阿姨来
自安徽农村，一家老小五口人一起在北京租一个
小房子住。但工作中的她是积极乐观的，从未消
极怠工，也未抱怨不公，交给她的工作一定按时
按点、保质保量地完成。 

作为服务在对客服务最一线的保洁阿姨，践
行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她们是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德必天坛WE"园区美丽的背后，是无数个
“徐阿姨”的辛勤付出和努力！ 

文/冯志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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