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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脚步声越来越
近，有关春节的报道与话题
也越来越多。 其中，“年味”

是一个重要话题。

有人觉得，喜庆的爆竹
声没有了， 年味有些不足。

实际上，民俗是在推陈出新
中发展的 。 “爆竹一声除
旧”， 确是春节的一种传统
民俗，它的产生，源于农耕
时代，既寄寓着当时人们用
以驱魔避邪的愿望，也适应
当时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
状况，可以增添热闹喜庆气
氛。如今早已进入工业文明
时代，城市大量出现，人口
集中，高楼林立，在这样的
环境里大放爆竹烟花，不仅
严重污染空气，而且会引发
安全事故，与我们今天所大
力倡导的健康、绿色、环保、

和谐等理念严重背道而驰。

如今，上海等许多城市先后
禁放爆竹，符合社会发展的
需要，反映了“风俗当随时
代”的变异性，对这样的“年
味”是应当笑着告别的。

自然，民俗又有其稳定
性。拿春节风俗来说，在历
史发展中，尽管具体内容与
形式多有嬗变，但年俗的核
心精神， 诸如除旧迎新、祭
天祈年、娱乐狂欢、人情交
融等，显示人的本质要求与
期盼，却在变中不变，从而
使春节得以成为一个 “传
统”，世代相传，绵延不绝。

这里，且不说“一元复
始，万象更新”，节日中各种
除旧布新、 辞旧迎新的活
动， 显示着人们迎接新年、

迎接春天的喜悦； 也不说
“一夜连二岁，岁岁如意；五
更分二年，年年称心”，节日
里多种祭祝祈年活动，表露
着人们祈望人寿年丰、国泰
民安的心愿；也不说“灯火
家家市，笙歌处处楼“，节日
里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表
现了人们生活有张有弛，有劳有逸，重视生活
节律的调剂；这里着重要说的，是“天泰地泰三
阳泰，家和人和万事和”，节日里各种走亲访友
活动所透露出的浓郁的人情味。

我国是一个贵人伦、重亲情的国家，这一
传统在节日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大年三十的那
顿年夜饭，在节俗中举足轻重。这个年夜饭，又
叫“团年饭”，祈愿全家团团圆圆。同时，“团年
饭”上还要奉祀祖先，“事死如事生”，使血亲家
庭内部拥有一种凝聚力。因此，每逢春节，在外
的游子不论身处天涯或海角，都要想尽办法回
家吃年夜饭。如今，大批外出打工者节前潮水
般地返回家乡，就是要赶这顿年夜饭，享受团
圆之乐。由于回乡车票粥少僧多，为了克服“一
票难求”的窘境，近年开始流行“反向过年”，即
请家人到他们工作的城市过年， 共吃团圆饭，

共享天伦乐。这种“逆迁徒”，较之传统的回家
过年在形式上有了嬗变，但其内核未变，体现
的仍然是“每逢佳节倍思亲”。

除了亲情，亲切的友情也浓浓地飘散在春
节的气氛中。即使陌路相逢，也会含笑相对，互
致祝贺。过去，节日间来往多为登门拜年，如今
现代化了，多用电话、微信拜年，频率次数都远
远超过以往人们互相的登门拜年，只是“线上
来往”不及当面交谈亲切深入，两种方式宜并
存互补。对一些老朋友来说，人们还是面谈情
更浓。因此，春节期间，亲朋间多有聚会交流。

春节里，人们也特别重视访贫问苦，关怀困
难群众。从党和政府的“送温暖”，到人民群众的
互帮互爱，让所有尚有困难的人，都能得到有效
的帮助，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春节里荡漾着
浓浓的人情，使社会成为一个“不沉的湖”。

春节是除旧布新的日子，是祈年祝福的日
子，是娱乐狂欢的日子，更是人情大交流的日
子。我以为，春节中的人情荡漾，是最为醉人
的，也是春节的基本主题。随着时代的发展，春
节的具体活动形式会有消长变化，但只要其基
本主题还在，那么，它作为维系和强化人际关
系的一种有力的感情纽带， 必然会世代相传，

久久不衰。

全年无休，徐汇区网格中心依旧灯火通明，“城市云脑”随时待命

电话铃声就是老百姓下的“命令”

■本报记者 舒抒

昨天下午，路上多是步履匆匆、准备回
家享受春节长假的市民。但在南宁路 969号
徐汇区行政服务中心，却有两个“全年无休”

的房间正随时待命。

第一个 “房间” 是位于行政服务中心 2

楼的徐汇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15时，

热线管理科工作人员郭泓迪手边的值班电
话响了，有市民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
反映，在上中西路近虹梅南路，一处道路窨
井盖发生下陷。2分钟后，网格中心派出的督
察员就赶到现场，又过了 1 分钟，市政部门
接网格中心派单后随即派遣人员赴现场抢
修。15时 03分， 下陷窨井盖被盖上铁板，道
路安全隐患暂时排除。

今年是卢义耀连续第五年在网格中心
开启春节假期。每逢节假日，老百姓打来的
任何一个热线电话，或是后台显示的任意一
个咨询诉求，在担任网格中心副主任的他看
来都不是小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至
少给个说法，让对方安心过年。”

去年 11 月 1 日， 徐汇行政服务中心
“2.0版”正式对外服务，在上海率先开设 24

小时自助服务大厅， 实现政务服务由 8 小
时向全天候的延伸，也成为第二个“不打烊
房间”。

24小时自助服务大厅服务台工作人员

欧阳智耀说，虽然临近长假，但最近几天赶着节
前来办理数字证书、工商咨询、自主取证业务的
市民仍有不少。每天 17时大厅人工服务“下线”

后，18时至 21时都有市民前来办理自助业务，

包括材料申报、人证核验等。记者了解到，春节
期间，24小时服务大厅仍照常开放， 市民只要
在入口处刷一下身份证，就能完成身份核验，进
入大厅办事或领取证照。

17时，卢义耀所在的网格中心依旧灯火通

明。最让老卢操心的，还是“城市云脑”大屏幕
上跳动的数字。临近春节，城市网格监督员每
天上报的问题从 300余件下降到 200多件，但
问题每增加一件，老卢都会担心“放假是否无
人解决”“过年老百姓会不会着急”， 而这些担
心也成为城市网格员假期的 “日常”。“电话铃
就是警铃，就是老百姓下的‘命令’，一旦铃响，

我们随时闻铃而动，一秒都不迟疑。”

又一个春节，开始了。

“慰问一人，温暖一户，带动一片”
上海开展“党心暖我心”定期长期慰问帮扶，做广大党员的坚强后盾和温暖港湾

■本报记者 张骏

新春临近，冷暖牵人心。

1月 26日，市委书记李强一行前往豫园街
道，看望慰问了 93岁的老党员李凤英。李凤英
老人有着 68年党龄，近期患有多种疾病，依靠
子女日常照料。

李强叮嘱，像李凤英老人这样的老党员在
各自工作岗位上辛勤付出，为城市发展作出了
贡献。我们要用情用心关心照顾，及时帮助解
决困难。

关心爱护党员， 特别是生活困难党员、老
党员和基层党员干部，是党的优良传统。为认
真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进一步传递市委对基
层党员的关怀温暖，近期市委决定开展“党心
暖我心”定期长期慰问帮扶工作，对部分生活
困难的老党员、长期在基层一线辛勤付出的优
秀党务工作者，以及因公牺牲党员家庭，每月
发放一定数额的慰问帮扶资金，并定期上门慰
问。

目前，全市已经慰问帮扶“党心暖我心”项
目对象近 1200人。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各级
党组织陆续上门走访慰问帮扶对象，及时向他
们和家属送上党组织的关心关怀。

雪中送炭于细微之处显真情
“来自组织的慰问帮扶，不仅是经济上的

支持，更是精神上的关怀和鼓励。”市委书记上
门慰问，让李凤英一家感到温暖。李凤英的儿
子诸伟刚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他说，母亲在工
作和生活中都是家人的榜样和旗帜，我们会把
这种榜样力量和感激之情化作为服务社区、城
市的动力， 力所能及去尽一份力发一分光，让
党组织的温暖传递下去。

1月 24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于绍良
走访了宝山区周振英、 吕贵元两位老党员。他
们一位是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一位曾
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由于自己和老伴长期身
患疾病，目前生活较为困难。“我年轻时，把一
切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现在我老了，在需要帮
助时，是党还惦记着我。”

临近春节，顾振烈士遗孀秦芝佩老人也收
到“党心暖我心”项目的慰问。顾振烈士生于
1913年，为反抗日本侵略者，为保护组织、同志
和亲人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 29岁。从当地村
支书手中接过帮扶卡，年过九旬的秦芝佩热泪
盈眶，心情无比激动。她说，来自组织的慰问，

让她体会到党员的归属感、荣誉感和责任感。

“细微之处显真情，党组织永远是广大党
员的坚强后盾和温暖港湾。” 参加慰问帮扶的
党组织负责人表示，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的同时，时刻关注、关心那些需要帮助的困难
党员、老党员，尽可能为他们解决困难，才能更
好地加强党组织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周密调研确保全覆盖不遗漏
为了做好“党心暖我心”长期帮扶工作，本

市各级党组织开展了周密细致的调研工作。

去年 10月下发工作通知后， 静安区委要
求各级党组织“全覆盖不遗漏”，对三类生活困
难党员和因公牺牲党员家庭情况开展全面调
研。崇明区委督促指导全区 41 个基层党（工）

委，按照各基层党组织上报名单，逐一翻阅党
员档案，并与党员党组织管理信息系统一一比
对，与乡镇社会救助事务所低保低收入系统进
行查询核实， 确保帮扶对象名单准确无误。金
山区委明确要求指派专人为联络员，负责本级
党组织内的慰问帮扶情况， 并先后组织开展 3

次调研，反复进行核实，最终确定 45位帮扶对
象名单。市教卫工作党委明确复旦大学钟扬等
共计 26 位党员（家庭）为 2019 年度首批慰问
帮扶对象。

建立“一对一”帮扶长效机制
“党心暖我心”慰问帮扶，以“政治上关心、

思想上关怀、生活上帮助”为基本原则，全市各
地区各部门建立起了 “一对一” 帮扶机制，使
“党心暖我心”工作能够扎实落地、常态长效。

2019年开年， 公安系统党委领导带队，前
往三名因公牺牲民警的遗孀家中开展走访慰
问，送上市委的关怀和帮扶。1月下旬，海港公
安局党委班子成员以“一对一”形式，到 7名因
公牺牲党员家中，进行亲切慰问，感谢家属的
无私奉献和支持，详细询问其家庭情况、生活
现状、是否有困难需要组织帮助等。

杨浦区委结合“一线工作法”强化对慰问帮
扶情况的跟踪管理，发挥党费的政治效应，进一
步严肃廉政纪律、财经纪律，确保帮扶工作落到
实处，做到“慰问一人、温暖一户、带动一片”，切
实增强党组织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本市各基层党组织还通过建立信息台账
制度等具体措施，实时跟踪、及时了解帮扶对
象，做到思想动态清、基本情况清、需求情况
清，全面有针对性地开展走访慰问、切实帮助
帮扶对象解决实际困难，进一步健全完善党内
关怀、激励和帮扶长效机制。

境外中小企业“拼团”

“抢位”第二届进博会
本报讯 （记者 吴卫群）第二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企业商业展展位成了“紧俏货”！在
众多企业赶在 1月 31日优惠截止期前扎堆签
订之时，多家境外组展机构加入“抢位战”，短
短两周内， 已有 30多家境外组展机构签署了
“第二届进口博览会合作备忘录”，为本国中小
企业积极“团购”第二届的入场券。

目前参展进口博览会有两种途径，一种是
企业自己报名参展，另一种是通过境外组展机
构“组团”后参展。境外组展机构帮助境外企
业、 特别是境外中小企业搭建起了解中国、了
解进口博览会的沟通桥梁，让更多颇具特色的
境外高品质进口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首届进博
会上不少首次进入中国市场的展品就是这些
中小企业带来的。

国家会展中心进口博览会展览部工作人员
左一美说， 最近她每天都要收到几百封邮件及
来电咨询，短短两周，境外组展机构预定展位面
积已经达到 1万多平方米。不久前，在第二届进
口博览会米兰推介会现场，意大利意中基金会、

意中商会和意大利对外贸易协会三家组展机构
就与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签署组展协议，一下
子提前为意大利企业预定 2000平方米展位。

33.57万人
本报讯 （记者 吴卫群）2 月 1 日、2 日，

上海虹桥站客发连创历史新高，分别达 32.29

万人和 33.57 万人 ， 同比增长 15.5％和
14.7％。其中，2月 2日加开列车 72趟，旅客发
送人数 335703 人，创虹桥站单日旅客发送新
纪录。

上海虹桥站
客流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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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前的今天，2010年 2月 4日，长江口
青草沙水源地原水工程传来捷报：经过工程
建设各方近 22个月的协同奋战，工程的“主
动脉”———原水过江管输水隧道实现全线贯
通，比原计划提前了 60 天。这是继 2009 年
年初青草沙水库龙口成功合龙后，取得的又
一个重大突破，也为虎年
新春献上了一份厚礼。

长江过江管双线输
水隧道每条内径 5.84米，

长度为 7.2公里， 日输水
能力超过 700 万立方米，

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中
等直径超长距离盾构法
隧道工程之一。

（记者 周扬清 整理）

2010年 2月 4日

青草沙水源地
“主动脉”接通

扫码重温
“今日中国”

“今日世界”

本报讯 （记者 张熠）过“文化年”日渐成
为沪上新潮流，各博物馆、美术馆已早早备好
大餐，各类充满浓浓年味的展览静候来客。记
者昨天获悉，春节期间，上海 84家博物馆、29

家美术馆照常开放， 众多新春系列特展和主
题展览为申城渲染出浓郁的节日气氛。

上博首次以生肖文物迎新春
年味， 自然是市民春节看展的重点。春

节期间，上海博物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
海土山湾博物馆、 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等
“不打烊” 的 84家博物馆纷纷推出与生肖、

年俗文化相关的新春特展， 其中 65家免费
开放。中华艺术宫、刘海粟美术馆、上海当代
艺术博物馆、朱屺瞻艺术馆等美术馆为市民
准备了 52个文化大展，多为免费展览。

上海博物馆以“丹青宝筏———董其昌书
画艺术大展”迎客，展品以上博馆藏为主，同
时向故宫博物院、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海内外 15家重要收
藏机构商借藏品，遴选董其昌及相关作品共
计 154 件（组）。此番刚经历换展，观众有望
看到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米友仁《潇湘
图》、董其昌《草书放歌行》《五湖春水图》《仿
赵孟頫秋山图》等珍贵藏品。

为迎接农历猪年到来， 上博首次以生肖
为主题，举办“猪丰卣满迎新春”新年特别展，

一件馆藏商代晚期青铜猪形卣（yǒu，古代盛
酒的器具）亮相一楼大厅。以猪为造型的卣非
常少见，该文物于上世纪 60年代从冶炼厂征
集而来， 猪卣由两个相背的猪首合为丰满的

器身，双耳向上竖起，鼻子向下略卷起，

嘴部狭长两边角上咧， 颇有圆滚滚的态

势。馆长杨志刚透露，今后将形成惯例，每年
都展示与农历新年相对应的馆藏生肖文物。

在上海科技馆，“‘猪’事皆宜———猪年生
肖特展”吸引了不少小朋友。展览以野猪驯化
过程为轴， 通过 11件精美标本、2部原创动
画、7组互动游戏、50余件猪制品的展示，从
猪的起源驯化、生理特性、对人类的贡献以及
文化艺术形象等方面， 带领参观者认识今年
的生肖。“猪圆日润———2019 年生肖艺术作

品展”数日前便在朱屺瞻艺术馆展出，展品形
态丰富，既有谢春彦《开心猪》、郑辛遥《猪圆
日润》、金山农民画等绘画作品，也有非遗传
人奚小琴的剪纸作品《福猪拱门》以及以生肖
猪为主题的书法作品，趣味盎然。

春节期间，上海儿童博物馆展出的“范
生福画展·画说老上海” 将勾起许多老上海
人的童年记忆。范生福是上海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连环画传承人，80余年来一直生活在静

安、城隍庙一带，他笔下的“老上海风情”系
列作品，所画皆是上海民俗风貌。掼结子、跳
房子、挑杆子、顶核子、套圈子、滚轮子、踢毽
子、抽陀子、扯铃子、斗青蛙、猜谜语，一幅幅
连环画，再现了弄堂游戏的生动场景。

众多年俗活动等待市民体验
除了看展览，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更是

亲子的好选择。

中华艺术宫一连推出 “江山如此多
娇———中国艺术的文心与诗意”“海上明月
共潮生———中华艺术宫藏华人美术名家捐
赠作品展”“铁骨丹青———钱瘦铁艺术作品
展”多个展览。其中，“江山如此多娇”遴选了
1978年以来 102位艺术家创作的中国画、油
画、版画、雕塑、装置艺术作品 110 件，分历
史之思、现实之情、自然之诗、实验之路等四
个部分。“铁骨丹青”展是对钱瘦铁艺术的一
次回顾，共展示馆藏作品 89件，内容涵盖山
水、花鸟和人物，不少作品为首次展出。为配
合展览， 中华艺术宫还将举办新春导赏、艺
术沙龙、讲座、亲子活动等多项公共活动，进
一步丰富申城市民的假日生活。

此外，市民还可以在春节期间与许多年
俗活动不期而遇。上海元代水闸遗址博物馆
的“妙语连珠（猪）贺新春”，上海孙中山故居
纪念馆的“迎新春、送祝福”写春联活动，上
海市历史博物馆的“时光留声：时光旅行者
的巡礼”，都让“年味”变得触手可及。上海中
国航海博物馆则准备了 “海上游园会 扬帆
启新年”祈愿季主题活动，剪纸、香包、面塑、

绳结、草编、皮影等丰富的非遗项目，等
待游客前来体验。

过“文化年”，新春特展静待市民
84家博物馆、29家美术馆春节期间不打烊，生肖猪主题展览趣味盎然

新春 基层

徐汇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 舒抒 摄

观众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参观。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