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严宸 记者 王平

日前，家住浦东新区书院镇东
场居委东场一村的 42 户居民告别
了往日“拎马桶”的生活，拥有了自
家的独立卫生间。

东场一村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
初期，位于两港大道和三三公路交
界处。作为东海农场地区也是书院
地区的第一个居民区，在当时是很
多人都向往的所在。然而，四十多
年过去了，住在里面的人员换了一
批又一批，居民区的环境却没有多
大的改变，很多在当时看来较为正
常的事情到了当下就显得尤为特
殊，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拎马
桶”。因为缺少独立的卫生设施，很
多住户不得不每天前往居民区北侧
的旱厕倒马桶。

居民改造的意愿普遍强烈，然
而，居住于此的他们又很难有足够
的经济实力独自完成这样一个改
造。事实上，单靠居委一家的力量，

也难以完成 42 户人家的改造。为
此，居委积极向上级部门反映。接
到反映后，镇政府高度重视这一情
况，积极向区里争取支持，最终被纳
入浦东新区老旧住房卫生设施改造
项目。随后，镇规建办、房办等相关
部门与东场居委一起召开专题会议，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工作实施方案。
由于东场一村设施老旧，开展项目改
造面临管道更新、管道铺设等困难，
多部门经过多次上门查看、研究讨
论，最终决定一同纳入解决方案。

为了征求居民的同意，东场居
委和物业根据方案，就“是否同意加
装卫生间”和“卫生间改造样式”分
别开展两次居民征询意见收集工
作。在42户居民均同意的情况下，
无卫生设施改造项目正式启动并于
近期完成。

因为每户人家的居住面积都只
有二三十平方米，为了尽量不影响
原有的功能，改造时只能在一平方
米左右的空间内做文章。在这小小

的空间内，安装了洗脸盆、抽水马桶
等设施，满足了居民的基本需求，而
位于卫生间上部的排气孔也能在一
定程度上保证它的干燥整洁。居民
们看到了，直呼“方便”！

同时，作为老旧小区的通病，电
瓶车的管理也是摆在东场一村面前
的难题。因为居住面积相对狭小，
电瓶车既上不了楼也进不了门，飞
线充电成了居民们的普遍选择。然
而，这样做不仅有较大的安全隐患，
也违反了今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
的《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
例》。为此，居委将小区东侧一块区
域改造成非机动车停车棚，并装上
了充电桩，让小区内的电瓶车都能
规范停放、规范充电。

此外，包括楼道灯、路灯、晾衣
绳、机动车停车位等在内的改造也
已悉数完成。对外墙的整修、粉刷
等改造也将于明年正式启动。届
时，东场一村的面貌又将有一个崭
新的变化。

□通讯员 王健胜 记者 王平

在今年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浦东浦兴
路街道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深化线上线下政务服务便民利民，创新办事
服务模式，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办事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

浦兴路街道常住人口 18 万，是纯人口
居住区，社区内老年人、外地来沪人员较多，
办事的需求多样化。街道社区受理中心的
业务涵盖200多项内容，种类多、政策性强，
要想实现所有业务的单窗通办，首要问题是
提升窗口服务人员的综合能力。为了有效
整合业务，快速提升窗口服务人员业务水
平，街道社区受理中心打破以往后台业务条
线工作人员对窗口服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的传统，从2021年1月开始，以12个委办局
部门的业务种类为大分类，每个窗口服务人
员各认领一个条线，对认领条线的业务进行
钻研学习，编制学习教材，每周二次利用中
午休息时间组织全体窗口人员开展一个小
时的培训，截至今年5月底，共组织开展14
场次午间培训，参训 200 人次，窗口服务人
员的业务能力得到快速提升，办事大厅 13

个服务窗口全部实现了业务单窗通办。业
务服务能力提升的同时，街道受理中心积极
营造人性化的服务氛围，对休息等候区进行
了全方位的改造，打造了生态绿植墙，独位
而坐的沙发座椅，配备了电视机、擦鞋机等
便民服务设备，通过优化调整窗口接待位
置，窗口服务由直角斜面优化为面对面接
待。舒适的服务环境极大提升了办事群众
的服务满意度。1至5月，街道受理中心办
理业务33497件，上海市服务“好差评”系统
评价33134件，服务满意率100%。

在社区走访群众过程中，群众提出的
“我们上班你们上班，我们下班你们也下班
了”是近年来比较凸显的办事难问题，受理
中心针对这一问题，在立足成功建设全市受
理中心第一家24小时自助服务区的经验基
础上，分析研究在辖区内金桥南块、金桥北
块 2 个块域各建设 1 个 24 小时自助服务点
的可行性。经过街道层面研究谋划，决定依
托现有的家门口服务体系，在金桥南块的长
岛大爱公益园和金桥北块的为老服务中心2
个人流量相对较大的位置建设24小时自助
服务点，加上东陆块域受理中心现有的自助
服务点，在街道层面上形成3个点位覆盖周

边1.5公里、路程距离不超10分钟的服务范
围。24小时自助服务点建设的同时，街道受
理中心依靠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大力推进
的工作契机，积极引进“一网通办”自助终端
机，3个点位的自助终端机能够办理102项
社区个人事务，如就医记录册补换、个人社
保缴费证明打印、个人公积金缴费证明打印
等上班族常办事项现场都能直接办结。1至
5月，街道24小时自助服务点共接待办理业
务 6627 件，其中下班后非工作时间办理业
务3250件。

街道受理中心位于街道辖区的西北角，
社区内老年人、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的人员到
受理中心因路程距离太远产生了现实中的
办事不便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为这部
分人群提供就近、便利的办事服务，街道
2020年初开始谋划，把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
做实“家门口”政务服务“远程帮办”这项工
作上，投入人力、物力，在街道受理中心建设
了“家门口”远程帮办服务平台，在 40 个居
民区“家门口”服务站首问接待台开通社区
个人事务“远程帮办”服务。在不改变办理
主体、不更改授权权限的基础上，“家门口”
远程帮办的服务事项从最初的10余项到现
在的 102 项事项可以直接办结。街道通过
对居民区“全岗通”社工的多轮培训，增加受
理中心服务平台的窗口数量，配备办事材料
智能存储柜，受理中心和居民区工作人员在
增能的同时也相应得到减负。截至目前，街
道通过“家门口”远程帮办服务平台为社区
群众办理业务8925件，通过数据分析，办理
的对象以老年人、残疾人为主，办理的业务
以“补换就医记录册、敬老卡”等事项为多
数。“家门口”远程帮办服务让社区群众不出
小区就能办事、就能办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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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头条】

浦东浦兴路街道创新服务模式便民利民

深学细悟学党史 服务群众办实事
【社区·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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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

惠南丰海社区有了少年足球队惠南丰海社区有了少年足球队

□通讯员 陈志强

浦东新区惠南镇“丰海雏鹰
足球队”日前正式成立。为磨炼
社区青少年意志、提高身体素
质，丰富社区文体活动，丰海居
委依托辖区内少年体校和训练
场地的优势，携手上海南耀青少

年足球俱乐部组建成立青少年
足球队，作为公益性项目为社区
青少年提供服务，队员为辖区内
5—12岁的青少年，小学组加幼
儿组共 50 人，每逢周六上午分
小学组、幼儿园组开展足球训
练，受到家长和青少年欢迎。

随着“一盔一带”安全守护
行动持续开展，各地也陆续开
展了“共享头盔”的探索，从实
践来看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认
真对待。

目前“共享头盔”的实现方
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共享
电动自行车企业随车配备的，
目前主要在浙江等地试点推
行，这种头盔一般放置在共享
电动自行车的前车筐内，但为
了防止丢失，有的在安全头盔
和车把之间连着一根收缩绳，
这样为骑行时带来了新的安全
隐患。另一种是独立投放的

“共享头盔”，这种“共享头盔”
就像共享充电宝一样，有投放
网点，市民可以扫码填写相关
信息免费借用，但相对投放量
很小，并不能满足需求。

《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
理条例》实施以来，本市电动自
行车骑行人头盔佩戴率明显提
升。为了不断深化学生交通安
全、文明出行的养成教育，宝山
区公安分局联合区教育局在全
区 120 余所小学、幼儿园投放
1500 个安全头盔，建立安全头盔“共享
驿站”，充分利用学校门卫室、非机动车
停车场等公共场所，通过设立头盔共享
点，向学生、家长提供免费外借服务，建
立健全学生佩戴头盔常态长效管理机
制。从实践来看，这一头盔共享的方式
较为成功，兼顾了方便群众与安全出行，
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有充分的调查数据表明，佩戴头盔
让交通事故中受伤人数和受伤程度皆有
大幅下降，也有越来越多的市民对骑车
戴头盔有了充足认识，“共享头盔”作为
一种相关服务的补充，有继续探索的价
值，但根本上还是要提升骑行人的安全
意识，佩戴头盔也仅仅是安全出行其中
一个环节，对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来说，养
成良好的骑行习惯更为重要。

玫瑰花语在古希腊神话中是集
爱与美于一身的，既是美神的化身，
又溶进了爱神的血液。中国也有这
样一首广为流传的歌，歌名是“玫瑰
玫瑰我爱你”，呈现的也是对美和爱
的向往。

说来也巧，创作数十部小说的
作家倪辉祥，他也有一部《美哉“野
玫瑰”》为书名的小说，且以诨名野
玫瑰的人物，描写了美与爱集于一
身的女子玫婷的形象，讲述在她身
上发生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市郊浦东，改革开
放涌现了多种经济形态和经营实
体，其中，就有会所这样的实体店
铺，玫婷便经营一家会所。会所与
购物店铺不同的是购买服务，提供
人们工作之余的休闲与养生。因
此，这样的店铺除了职工的服务态
度，还有职工的形象。老板玫婷，她
自己当然注重着装打扮。由于她天
生丽质，风姿绰约的倩影更是一种
无形的营销广告。自然，在进入她
会所的顾客中，少不了有想入非非
者。

诚然，人的美同样是把双刃
剑。中国有句俗语叫“红颜祸水”，
比喻的就是漂亮女人是祸害的根

源。美貌的玫婷，她就被印证这一
说法。为此，她有过这样一段饱受
不白之冤的痛苦。

人生的起起伏伏，往往与人生
活方式变化联系在一起。甚至，这
样的变化联系着祸与福的大事。玫
婷的生活方式变化，是在她新婚不
久后。她婆家生产队逢着征地，她
被安排进林场办的集体招待所。
不仅让她告别日晒雨淋的农耕作
业，还担任了招待所餐饮主管。当
然，这归功于她的聪明能干，并且
到了领导的赏识。这对她真是大好
事，她的聪明才能可以得到充分发
挥。

人长得俊美本应该是幸事，招
工提拔都占三分便宜。特别是女
孩，把嫁个好人家当着第二次投
胎。可对玫婷来说，美貌却成了她
引火烧身的导火索。俗话说：人怕
出名猪怕壮。玫婷在餐饮业创利
了，同事们口袋里增加了钱，自然会
赞赏她。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心态失
衡的同事，他们私下散发嫉妒的言
语。而这嫉妒的言语，就是冲着她
美貌来的。餐饮是开放性人员流动
的行业，不像她过去生产队的社员
几乎固定的。也不得不说，来这里
就餐的顾客，有部分顾客就是冲着
她的美貌而来。倘若仅仅欣赏她的
美，这也是人之常情，在吃饭中看看
美女，得到心理的愉悦。但其中有
一部分还有非分之想，主动甚至故
意找玫婷搭话，有的还趁机想吃她
豆腐。自然，玫婷是很有分寸的应
对这些顾客，以端庄的神情促使顾
客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在心态
不正常人的眼里，却把顾客主动接
近玫婷看成了她勾引顾客，是她在
顾客面前买弄风情。人间的事，往
往因某人的一张嘴皮子的不负责任
而引发谗言，如果又流传开来，远胜
于十个猛虎。流传玫婷的谗言到她
公婆和丈夫耳里，结果婆家人把她
看成是水性杨花的女人，丈夫把她
赶出家门。

人物塑造的真实性，往往融合
于人物的生活环境之中，这也是把

握事态情节的准确推进。玫婷可遇
上了改革开放，生存不再是凝固
的。虽然她与丈夫离了婚，还得不
到父母的理解。但她走出了谗言缠
身的地方，她还可以自谋生存。小
说中对于玫婷父母描写的笔墨甚
少，但她父母对女儿离婚感到丢脸，
其实折射出欺压百姓的封建统治阶
层毒液还残留人们的意识里，所谓
的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女
性离婚是不遵守妇道等。因此，读
者不仅看到人物和故事，还应该在
了解人物故事中，去解析人物所处
在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风俗。

的确，人物塑造是否有典型意
义，关键就在于人物的形象是否赋
有时代性。玫婷遇上改革开放的好
时机，还做起了会所老板，这自然因
为她的聪慧，阅人多了也会提升她
应对江湖道义。小说的开头部分描
写了大学生柴进萌应聘工作不顺，
酒喝醉了在她会所昏睡，玫婷竟然
对他特别眷顾。了解了玫婷这人
物，就能理解玫婷每次帮助柴进萌
时说的话，模糊一句“自己也搞不
懂”，其实表达了她内心的复杂。不
可否认，柴进萌这青年长得英俊是
一个原因，但更多的还是玫婷有同
样落难的经历。所谓同是天涯沦落
人的心境。现在玫婷过的衣食无
忧，大小还是老板。但这其中，她的
付出，尤其是像孔翔飞这样衣冠禽
兽人物，利用手中权力奸污她，玫婷
不希望落难者遭受这样的际遇。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在
塑造人物和叙述故事里留给读者想
象的空间。玫婷从进入人们的视
线，她就是纯净圣爱的象征，作家倪
辉祥赞美玫婷，塑造了玫瑰般的人
物，自然包含着对美好和爱神的憧
憬。但在我看来，倪辉祥还有对“红
颜祸水”别样的解读。随着社会不
断发展，人们在生活方式优化的同
时，人们对自身的探索也在不断完
善，加在女性脖子上枷锁的事例一
定会越来越少。这或许是倪辉祥创
作《美哉“野玫瑰”》的这部小说所应
该包含的这层意义。

春夏之交，繁花似锦。那天
中午，我与施永培相约在中山公
园那里的一处咖啡馆。他给我带
来了一本他的新著——光明日报
出版社出版的《小鱼逸趣》，又将
这部散文集加上之前出版的《小
鱼闲情》《小鱼游踪》，并称为“小
鱼三部曲”。

我与他因工作结缘，已有30
多年。那阵，他在县局办公室负
责综合信息工作，我在市局宣教
处主持《财税之声》报的编务。我
们常有工作上的联系沟通。这样
一来二去，我们就熟悉起来了。
之后，他调到了市局工作，我们就
成了同事，又成为了朋友。

他出生在崇明农村，四滧河
畔。1977年12月的高考改变了
命运，公职在市区，退休回乡下。
他在一次重走乡间小路时，看到
一条泯沟的浅水里，几十条小鱼
优哉游哉，快哉乐哉地嬉戏玩耍
着。不知是出于好玩，还是出于
好奇，他随手捡起一团小泥丸，
轻轻地丢进水里。那些小鱼突遭
此打击，四下逃蹿。几分钟后，
水面平静，那些小鱼又从四面八
方汇聚起来，继续着先前的玩耍
嬉闹，好像刚才没发生过什么一

样。他于是生发出小鱼之乐的感
慨来：那些小鱼不知道，也不想
知道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它们不
去攀比那些生活在大江大湖里的
同类大哥，不去攀比那些生活在
大海大洋里的同类大佬，不去攀
比那些养在鱼缸里供人观赏的同
类宝贝；没有攀比的烦恼，生活
就会感到幸福美好。如小鱼那
样，不怕干扰，积极生活，快乐
当下，认为这应是一个退休老人
余生的态度。自此，他以小鱼自
喻自娱，在生活中体会、享受小
鱼之乐，由着兴趣爱好，写出了
一篇篇随笔散文。经过退休前后
7年时间的勤奋笔耕，他写下了

“自谓散文”的散文200多篇，近
90万字。其中有100多篇发表在
新民晚报、珠江晚报、东方城乡
报、作家文学等十多种报刊上。
最近3年，则将所写作品，分类编
辑，结集出版，成就了“小鱼三部
曲”。

作为几十年的朋友，我常将
他送我“雅正”的“小鱼三部曲”拿
来看看。“退休以后不常见，看他
作品可消遣”。纵观他的“小鱼三
部曲”，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的作
品，语言风格朴实，充满着岛屿风

情，散发着泥土的芬芳、田野的况
味和生态岛上特有的清新气息；
行文潇洒流畅，情感自然真挚，观
点积极明朗。认为他的作品，热
爱生活，很接地气；感恩亲情，书
写铭记；存史教化，确有意义。

“三朴”是他作品风格的特
质。生长在农村，农民的经历，即
使后来在大都市工作生活了数十
年，他那农民淳厚朴实的特质，
没有改变。文如其人。因此，读
他的作品，无论是叙事状物，还
是记人说理，语言朴素，通俗易
懂；文风朴实，清新流畅；表意
朴质，没有花哨。读着读着，会
有一种慢慢升腾起来的舒服惬意
的感觉。听那《闲情》中的“绿
岛小夜曲”，赏那《游踪》中的

“南街村风采”，走那《逸趣》中的
“醉美乡间路”，那一篇篇小文，无
不体现出他作品中的“三朴”风
格，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者在
为人处事上真诚敦厚务实的品
德。

“三维”是他作品取材的特
点。这里的“三维”是指水、陆、空
三个方面。生活是写作的源泉。
日常所见所闻，只要留意，只要用
心，兴趣所致，尽可拿来写上一

二。既有《闲情》中的“小鱼之乐”
“小草的心愿”“小鸟闹枝头”，又
有《逸趣》中的“放生一条无名鱼”

“小花狗走了”“让人费猜的一对
鸟儿”，还有那“夹麻将”“摸蟹”

“美味草头”，等等。丰富多彩的
生活及其现象，使他有了取之不
尽、广泛多样的写作题材，呈现给
读者的则是立体的生活画面和丰
富的生活片段。

“三连”是他作品讲求的特
点。所谓的“三连”，是指在作品
的选材上，他喜欢取相近的，连缀
成“三”，或更多。有《闲情》中的

“人字含义”““从字趣谈”“众字诠
释”，以及“四滧河的半个世纪”

“四滧河沿路的变迁”“四滧河水
的平静美”，有《逸趣》中的“理由
一大堆”“真理最简单”“道理惟深
刻”，有《游踪》中的“埋伏下神兵
的地道战”“去海阳探地雷”“寻踪
铁道游击队”，这是他儿时看了小
人书后留下的深刻印象，在退休
后专门去了这三个地方，且记录
了下来。他说这样做，好像要为
了强调什么，又好像是要满足一
种说不明、道不白的心理。不过
这样也好，可以让读者对这些相
近的事物有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和
认识。

“三爱”是他作品内容的主旋
律。他热爱生活，善于思考。爱
生活中的琐琐碎碎，在《逸趣》中，
他将生活中常见的十八种瓜荚绿

蔬，一一娓娓道来，如“表里如一
黄金瓜”“孤高傲俗话萝卜”等等，
富有情趣，赋以含意。他热爱社
会，懂得感恩。盛世年华，幸福全
靠中国共产党。在《游踪》中，他
写到“小时候学地理，梦想着有一
天能走出家门去看看，现在退休
后终于踪迹遍神州。”他深知他这
条“小鱼”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乘着经济发展的大潮出游
的。所以他每到一处景点，既领
略美好风光，又自觉接受教育，感
受祖国的繁荣富强。他热爱亲
友，知道回报。他用笔去真情叙
述，留下印迹。他写他的至亲父
母兄弟，他写他的老师同学，他写
他的朋友同事，他写那些在他的
人生道路给予他关爱帮助引领过
的人。因此，读他的文章，传递出
来的是正能量，你会被他倾情表
达的爱意而感动。

在浩瀚无际的书海里，“小鱼
三部曲”无疑是一朵小小的浪花，
而浪花在阳光的照耀下可以折射
出七彩。在绵延千仞的高山上，
“小鱼三部曲”无疑是一颗小小的
沙粒，而正是那些无数细小的沙
粒集聚起来才成就了高山。在姹
紫嫣红的文苑中，“小鱼三部曲”
无疑是边角一棵小小的嫩苗，而
红花只有在生态绿叶的衬托下，
才会光彩夺目；而生态绿叶散发
出来的那种特有的清香，会给人
以沁人心脾的感觉。

文苑边飘来的清香
——读施永培的“小鱼三部曲” □黄世敏

走社区
写民生

蜀风拂
□詹超音

悼念袁公
功德无量袁隆平，
水稻高产济苍生。
胸怀祖国放眼量，
心系杂交血汗凝。

今生立下凌云志，
亩产吨粮勤耕耘。
为国分忧勇担当，
袁老精神昭国人。

悼念吴老
肝胆之父吴孟超，
义薄云天呈英豪。
情倾医道八十载，
誉满华夏国之骄。
碧血丹心铸医魂，
悬壶济世功德高。
驾鹤西去美名扬，
万古流芳举国悼。

七律二首
□许有宗

宠爱/就是没有理由的心疼/
和不设前提的宽容

□奚晓文

玫瑰，是纯净圣爱的意象
——浅谈倪辉祥小说《美哉“野玫瑰”》 □何国胜

“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
山”。

都江堰，传说夏禹治水导江
而得名；战国秦李冰治水，江水
自此以灌平陆，故县城古名又叫
灌口。都江堰南桥，雕梁画栋、
民间彩塑、书画楹联融为一体，
被誉为“水上画楼”。桥上漫步
133米，江风清爽，古风撩人。

青城山位于都江堰西南，全
山林木葱茏幽翠，时有道人与你
近身而过，跟在崆峒山路见的老
道不同，虽都瘦，却年轻，白净净
的，有两个还架着眼镜，一副书
生面孔。我腿力不支，走走歇

歇。我能安抚自己，走得气喘吁
吁全程受个累，而用三分之二的
时间静坐，用心深吸山间空气，
感觉比你好！

成都有至亲，表妹、表妹夫
得知我旅程中有成都，非得设宴
款待，不只招待我们夫妇，是一
车人，包括司机和导游。我的面
子可大了。中餐还是火锅，表妹
夫让我们定。同行的庞兄发话，
品蜀风应当选火锅。行！火锅吃
个香，最香“蜀九香”，这是中国十
大品牌火锅，都想一试。有人怕
辣。这好办，大锅套小锅，一红一
白，只让小锅辣。但几下一涮，怕

辣的也到小锅里试探……嗐！
扛住了，方知蜀香藏红汤。

辣有一个好，逼出汗，内湿
随汗散。还有一个好，一辣斯文
扫，辣过的舌头不关闸，知心话
儿多。

表妹没来，她腰椎动手术不
久，卧床在家。她瞒着病情，遥控
晚餐，直到该会面时才告知实情，
这让我十分不安，也倍感亲情所
致。

蜀道通，蜀道畅，蜀香迎又
送，内江入宝瓶（宝瓶口是内江
进水咽喉，是内江能够“水旱从
人”的关键水利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