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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新的历史方位， 怎样赓续

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的改革精神？

如何升华敢为人先、 拥抱开放的改

革气质？ 市委书记李强在参加浦东

新区代表团全团审议时指出， 浦东

要勇当改革开放再出发的闯将。

看似寻常最奇崛， 成如容易却

艰辛。 “没有一点闯的精神， 没有

一点 ‘冒’ 的精神， 没有一股子气

呀、 劲呀， 就走不出一条好路， 走

不出一条新路 ， 就干不出新的事

业。”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 今

天回味起来依然给人以深刻的启

迪、 澎湃的力量。 正是凭着 “敢教

日月换新天 ” 的一股子气与劲 ，

“杀出一条血路来”， 浦东才旧貌换

新颜。 2018 年， 浦东 GDP 首破万

亿元大关 。 这也恰如一个有力注

脚， 见证改革开放成为 “当代中国

最显著的特征、 最壮丽的气象”。

大舸中流下 ， 青山两岸移 。

“八百壮士 ” 的时代 ， 随着浦东

“老开发” 的记忆而远去。 但我们

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

期。 “低垂的果子” 早已被摘完，

归零翻篇， 求 “无解之解”， 要做

就做最好的， 换道超车， 挑最重的

担子、 啃最难啃的骨头……在更高

起点、 更高层次上推进改革开放，

只有克难攻坚、 闯关夺隘， 才能拥

抱伟大梦想。

闻鼙鼓而思良将。 呼唤闯将，

不仅寄寓美好愿景， 还是一种现实

警醒。 当下， 有些人生活富裕了，

“革命理想高于天” 的信念却动摇

了； 有些人乐于做 “太平官”， 安

于现状、 止步不前； 有些人躺在过

去的功劳簿上， 畏首畏尾， 不想创

新创造； 有些人得了改革疲劳症，

敢打敢拼的 “那么一股劲 ” 松懈

了 ； 有些人沉迷于 “从文件到文

件”， 明知形式主义而无动于衷。

夫战， 勇气也。 奋进在 “愈进

愈难、 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 非

进不可” 的新征途， 迫切需要锐意进取、 奋发有为、 关键

时顶得住的闯将。 如果说， “八百壮士” 记录着浦东上世

纪九十年代激情澎湃的岁月， 那么， 一个 “闯” 字更指向

拥有无限可能性的未来。

让我们用新的创造性实践为闯将赋能。一块有思想的“大海绵”剧透城市绿化巧思
陈永弟委员提案呼吁，绣花式管理需要同步前端开发、后端运维、全程评估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上海考察时提

出： 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 要注重在科

学化、 精细化、 智能化上下功夫。 既要善

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 又要通

过绣花般的细心、 耐心、 巧心提高精细化

水平， 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当下， 上海正继续探索， 走出一条中

国特色超大城市管理新路子， 不断提高城

市管理水平。

此次上海 “两会 ” 现场 ， 市政协委

员 、 静安区政协主席陈永弟提交了一份

《培育绣花心、 做细绣花针、 当好绣花人，

率先创造上海 “城市治理共同体”》 的提

案。 陈永弟认为， 放眼全球， 超大城市治

理都是一项牵动全局 、 事关全域的系统

工程 ， 上海要把握规律 、 精准施策 ， 就

应当率先提出超大城市治理的目标、 理念

和内容。 比如， 要充分地展现包容性和协

同性， 实现从单打独斗到系统集成， 从被

动到主动 ， 从传统手段到现代技术 ， 从

自评到他评 ， 从人治到自治共治法治德

治， 真正诠释从 “管理” 到 “治理” 的深

刻变化。

陈永弟在提案中特别强调， 要加强城

市精细化管理， 必须统筹协调好前端的设

计建设和后端的运行维护， 应在设计建设

之初就充分考虑到运行维护所面临的问

题， 两者相辅相成， 不搞两张皮。

陈永弟在提案中建议： 要用最前沿的

技术打造手段集合的 “一点就通 ”。 狠抓

公共数据资源跨部门、 跨系统 、 跨领域 、

跨区域的共建共享、 融合应用， 着力破解

当前 “有数据 、 没有数据思维 ” “有数

据、 没有大数据” “有数据、 没有数据应

用” 的难题。 建议上海率先建设能分析 、

能判断、 能指挥、 能协调、 能处置的智能

化城市治理平台， 逐步建成市级层面 “城

市大脑”、 区级层面 “城区大脑”、 街镇层

面 “社区大脑” 的三级智脑体系。 开发全

市统一、 流程一致的 “上海通” App， 一

端连接 “城市大脑”， 一端连接城市网格

的具体各类管理人员， 实现对前端开发 、

后端运维、 全程评估的同步思考、 同步建

设。

此外， 建议用最精准的制度打造系统

集成的 “一网覆盖”， 探索建设城市运行

综合治理网， “一网覆盖” 实现城市运行

即时感知、 联动响应、 高效处置； 对标最

高水平， 按照 “一流城市” 标准， 进一步

优化提高市容环境指标 、 市民安全感指

标、 群众满意度指标的标准， 把社会各方

感受度作为衡量治理成效显示度的重要标

尺； 用最有力的引领打造各方集聚的 “一

呼百应”， 让人人都成为城市治理的积极

行动者， 成为充满激情、 富于创造、 敢于

担当的 “绣花人”。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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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越来越多

的国外交响乐团来华演出。 不过，市政协委

员、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叶国辉注意

到，来访的交响乐团中，演奏中国作曲家的

作品并不多。叶国辉建议，我们请来国外交响

乐团演出，在传播音乐文化之际，应该努力建

立与中国文化的联系与互动。

叶国辉告诉记者，要求到访的国外交响

乐团 “至少演奏一部出访国作曲家的作品”，

这种要求并不突兀。事实上，这称得上是全世

界通行的惯例，也符合国际交流中基本的对

等原则和文化礼仪。

关注这一现象的并非只有叶国辉。乐评

人唐若甫在几个月前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

出，来华演出的外国乐团的确很少演奏中国

作曲家的作品。

交响乐堪称音乐艺术的“重器”。出现本

土作品缺席的局面，是不是因为中国作曲家

实力不够、作品不多？ 情况并非如此。

叶国辉说，中国交响乐作曲家近年来积

累了不少好作品，创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不

错表现。 如今，中国作曲家最需要一个能让

全世界的乐队和乐迷了解他们的机会 ，由

此，来华演出的外国交响乐团，完全可以提

供这样的平台。

关于我国作曲家面临的困境，业内也有

关注。今年 1 月中旬召开的全国交响乐创作

与发展座谈会上，有作曲家坦言，如今音乐

会多了， 但活在音乐会中的中国作品还不

多；中国作曲家多了，但作品上演的机会还

不多。 一年多前，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理

事长陈光宪提到过一个让人惊讶的数

字———他当时表示，我国作曲家的交响乐作

品，能被乐团演奏的比例可能还不到 1%。

对于中国当代作曲家在本土缺席外国

乐团音乐会的现象， 唐若甫在其文章中认

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代表作曲家利益的

机构很少与巡演机构发生关系，本土场地方

和经纪公司也不会主动向外方施加影响力，

少数拥有海外代理的作曲家则受限于代理

机构的不作为，造成大量中国作曲家的作品

长期不被巡演环节认知或看好。 这就是“酒

香也怕巷子深”的道理。

昨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叶国辉认

为，如果能在音乐会的策划阶段，我们就向

对方乐团提出演奏本土作品的要求，基本上

不会被拒绝。问题就在于演出方往往会忽略

这一点。

近年来，上海交响乐团在推广中国作品

方面作出了很好表率，一方面是连续举办中

国原创交响乐音乐会，另外，该团已与世界

著名的 DG 唱片公司签约， 从今年到 2021

年，将录制发行三张唱片，每张唱片都会将

西方经典曲目与中国原创曲目进行搭配，从

而最大效度地利用 DG 平台，将中国原创作品推向国际。对

此，叶国辉非常赞赏。

叶国辉表示，本次上海“两会”期间，他递交了一份提

案，建议对所有来华演出的交响乐团，都在谈判中提出演奏

中国作曲家作品的要求。他认为，访华的乐团应该在正选曲

目而非返场曲目中， 选择中国作品进行 20 分钟左右的演

奏，这将有力推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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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中环大盘扣的“十万个心机”

绿化，不就是“锦上添花 ”么 ？ 当然不

是。 在讲求 “如绣花般细心耐心”“精细极

致”的当下，绿化与你印象中的植绿 、铺绿

之间还相隔着“十万个心机 ”：简单的一个

绿化项目，你得考虑绿化的整体景观设计，

得提前一年琢磨来年流行色系， 预定大棚

进行绿苗培育， 还得根据需求定制相关绿

化设施。 更重要的是，你得想在前头，思忖

起绿化项目的后期运营维护。

静安中环立交绿地， 有一个更形象的

名字：大盘扣。近期，这片占地约 7.8 万平方

米的绿地完成了海绵城市专项全套系统的

建设工作，并作为“全要素海绵城市项目 ”

上报相关部门得到关注。

将“思想”树在海绵形态之前

这块“大海绵”上的每一个“洞”都是精

心计算的结果： 外行人频频为这片绿地的

“开放式”“优美雅致”点赞，但其真正的亮

点却在地面以下———采用 “渗 、蓄 、滞 、净 、

用、排”的海绵城市建设理念，以透水铺装、

雨水花园、 旱溪和地埋式水处理设施相结

合， 再辅助水监测系统， 有效调蓄地块水

体，提高雨水净化回用率。 项目负责人，静

安区绿化管理中心主任宫明军说： 这是一

块“有想法”的海绵。

海绵的“思想”树立在其物理形态成型

之前。 据介绍，从规划起，该项目就充分考

虑、统筹平衡绿地、道路与广场和市政设施

的系统关系，坚持绿化与技术相结合，实现

“全要素”。

比如，要有透水铺装，可以大大减轻雨

季大量雨水沿地表径流的现象； 要有雨水

花园和旱溪，可以滞留净化雨水；要有地埋

式水处理设施，提高雨水利用率，减少暴雨

天市政管网的排水压力； 更要有套水监测

系统，把控地下水质及其安全运行。

定制会数据分析的地下储水箱

“不就是个蓄水罐么？ 还要怎么整？ ”接

单十多年，一家制作地下储水装置的公司头

一回听到客户的新要求，满是不解……“现

成模具做不了，就新开模定制，一定要加上

数据监控的设施。 ”“大盘扣”建设方坚持。

绿地下的这个储水模块， 没有丝毫显

示度，却是十分“搞脑子 ”。 精细极致的体

现：就在于做一步，想两步、甚至三四步。 最

后，这个经过定制的、埋于地下的储水模块

还是被妥妥地造出来了， 并安装上了数据

监测和智慧控制系统。

绿化巧思，提前一年预定“莫兰迪”

“绣花，既要有大数据等科技手段的硬

支撑，也仰仗细心、耐心、巧心的软实力。 ”

宫明军这样解读绿化行业的理念变迁。

冬季，走在静安区街头，瞥一眼马路中

央的花箱花卉，沁人心脾。 当下，静安商务

商业集聚区内的 16 条主要道路中央都设

立了花箱，花的品种每季不同。 今冬摆放的

是羽衣甘蓝和紫罗兰，恰与之前流行的、强

调“不饱和”的莫兰迪色系吻合。

对于中心城区静安区， 这番巧思源于

十年之前。 彼时，静安区在全市率先启用马

路鲜花花箱。 就是这小小一排花箱，早不是

“锦上添花”之举。 关于鲜花的选用、色系的

搭配、花箱的维护等等，需要提早很长时间

时间来筹划。 比如，提早一年定下花卉色系

品种，种植基地定向栽培。

精细化管理之下， 人们对于公共空间

内美的习惯养成也有了变化。 宫明军说，早

些年， 新一季鲜花摆上街头， 第二天花被

“刨走”、 花箱成了露天垃圾箱的情况时有

发生。 现在很多人习惯了花箱的存在，不再

挪作己用，“放在街头看着更舒坦。 ”

静安中环立交绿地的雨水循环净化系统有效调蓄地块水体， 提高雨水净化回用率。 （静安区绿化管理中心供图）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余岚 （右三） 和编辑们在商讨出版选题。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亲子阅读，把爱和美读进心里
有了上海书展、世界读书日，余岚委员呼吁给儿童阅读也增加一些有仪式感的活动

“绘本不应该只是低龄幼教的工具书，

好的绘本里承载了有爱的世界。 亲子阅读，

应该是把爱和美读进孩子和家长的心里。”市

政协常委、 中国中福会出版社有限公司社长

兼总编辑余岚对于绘本和亲子阅读的见解，

在今年上海两会会场内外引发不少共鸣。

亲子阅读， 正成为当下一道别样温暖

的风景： 实体书店迎来越来越多全家出动

选购童书的读者， 绘本馆作为新生事物迅

速发展壮大。 家有二宝的 85后妈妈陈女士

告诉记者， 每天陪孩子读书一小时已成为家

庭必修课，对孩子而言，读的不仅是纯真有趣

的故事，也是父母的爱；而对家长而言，这是

一天中最为放松的时刻， 更能从中找回自己

的童年。

亲子阅读也带动少儿出版成为中国出

版业中的“绩优股”，余岚委员表示，现在八

成以上的出版社都有童书线。 行业火热，但

她与本报记者独家分享了“冷”思考：“我注

意到，亲子阅读在孩子上小学之后会出现一

个‘断崖式下跌’，家长们普遍觉得，孩子上

学就 ‘解放 ’了 ，但亲子阅读不应有年龄限

制，不同阶段，孩子和父母都会收获不同的

成长。 ”

余岚为此呼吁，“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我们有了上海书展、世界读书日等一系列活

动，是否也能给予儿童阅读更多鼓励，比如

每年开学时举办一些有仪式感的活动，增强

孩子们的阅读积极性。 ”

怎样给孩子讲《红楼梦》

“老屋是我们家最慈爱的老人，它看护

着每一棵在瓦缝中发芽的小草，也会看护好

妞妞的小牙， 保佑妞妞长得高高的……”这

是获得首个国际级华文儿童图画书奖———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佳作奖”作品《牙齿，牙

齿，扔屋顶》中的文字。

绘本以孩子换牙的习俗为线索，精致的

水彩画面中，裁缝铺、修车摊、磨刀匠人等细

节暗藏着传统生活的场景，更折射城市生活

的变迁。

作为该书出版人，余岚说，她最感动的

是收到来自父母甚至爷爷奶奶辈的反馈，在

亲子阅读过程中，他们读出了乡愁。“绘本也

可以是有情怀的深阅读，它首先取材于现实

生活，书中每一幅画面都是作者在南京老城

采风所得，再进行艺术化的美学表达。”余岚

表示。

好的原创绘本，不仅能展现真善美的好

故事，还可以融汇水墨、版画、剪纸、泥塑等

传统技艺，给孩子以传统文化的启蒙。

怎样给孩子讲《红楼梦》这样的文学经

典？余岚带来了一册新出版的《我叫贾宝玉》

绘本，文本以《红楼梦》没有明写的甄宝玉为

线索， 串联起大观园里的四季风物和趣玩，

画面部分则运用版画的蚀刻和飞尘技法 。

“美得很高级，故事虽然简单，但一定是常读

常新的，从书里的人物、建筑、传统技法延伸

出去，每次都有新的收获。 这是我们希望提

供的深阅读。 ”余岚告诉记者。

亲子阅读不应有年龄限制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这句话用在亲子

阅读中也同样是真谛。余岚向记者回忆起自

己童年的亲子阅读时光 ， 依然心怀感动 ：

“家里的饭桌前贴着两幅巨大的地图，那时

爸爸每天读 《参考消息 》，就让我在地图上

把新闻发生地圈出来， 这段时光永远是我

最美好的回忆。 ”

这也成为余岚倡议亲子阅读不应设年

龄限制的初衷———家长应该陪伴、记录孩子

成长阶段所有的美好时光。 “亲子阅读不应

该到孩子上学就‘戛然而止’，孩子小时候被

家长抱在怀里讲故事，长大了可以和父母平

等地对话交流，每个阶段父母和孩子都会有

新的收获。 ”余岚说。

用数字技术给孩子更好
阅读体验

数字化对传统出版业带来的冲击，反映

在绘本和童书上，余岚却觉得融合带来了不

少新机遇。

有“融”乃大，突破传统绘本有限的文本

和画面，数字技术能为亲子阅读提供更多场

景和方式。 不仅仅是简单让画面动起来，他

们还曾为《牙齿，牙齿，扔屋顶》举办过“童话

小镇”沉浸式体验活动，通过新技术将绘本

内容变成真实场景，大大丰富了传统绘本内

容，激发了孩子的兴趣。

余岚表示，大数据能够描绘更精准的用

户画像，有助于创作者深耕内容，精准匹配

读者需求。“这对儿童阅读来说很重要。就如

多年前宋庆龄提出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

童，以扎实的内容辅以多种技术手段，我们

正努力给孩子更好的阅读体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