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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万驻沪官兵参赛“双拥杯”

本报讯 （记者 秦东颖）以“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强身健军”为主题的 2019年上海城市业余
联赛第十一届“双拥杯”驻沪部队军民健身系列
赛昨天落下帷幕。 从第一届仅 3 支驻沪部队参
与，到今年有 14支驻沪部队的上万名官兵参赛，

人数创历史新高。

本次比赛除保留篮球、 乒乓球、 羽毛球等 8

个民众喜爱的传统项目外，新增了“跑步射击联
项”等具有部队特性的运动项目，拉近部队与民
众的关系，也丰富了比赛形式。军地之间在文体
方面的联欢、联谊活动，一直是上海双拥工作中
军民共建、共育的重要组成内容。“双拥杯”驻沪
部队健身系列赛作为上海城市业余联赛的品牌
特色项目，已经进入第十一个年头，对活跃驻沪
部队军营体育文化生活、 促进部队体育健身活
动、增进军民鱼水情谊起到了积极作用。

滨江岸线歌声连成片
快闪 MV今晚首播，《航拍上海·徐汇篇》明晚首播

本报讯 近日， 在西岸龙美术馆广场举
行的一场快闪活动，吸引了千余名市民和游
客参与。江畔江上水陆相应，国旗飘扬，歌声
连成一片。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天籁般的童声响起，人们循声张望，惊喜接踵
而至：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方琼、主持人夏磊、

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珮瑜、 篮球运动
员刘炜，四张熟悉的面孔在人群中出现，与上
海师范大学合唱团、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团、

徐汇区爱菊艺术小学童声合唱团、全国劳模、

中科院院士， 以及徐汇区的先进代表等共同
唱起《我和我的祖国》。“东南有胜地，自古多
繁华，海上庆升平，开国万民欢”，王珮瑜的四
句京剧念白，道出了人们的共同心声。

岸边歌声回荡。江上，悬挂着五星红旗的
“新友好”号轮船徐徐驶来，船上岸上的人们挥
舞着国旗彼此呼应。一曲终了，一面巨幅五星
红旗从滨江高高的橙色塔吊上迎风展开，再次
引发人们的欢呼。“从徐汇区的变化，从我们滨
江的变化，看到伟大祖国 70 年的变化。”上海
百老德育讲师团团长戚泉木激动地说。

快闪活动由中共徐汇区委员会、徐汇区政
府主办，快闪 MV今晚在东方卫视《东方新闻》

首播，《航拍上海·徐汇篇》将于明晚首播。

《我和我的祖国》 上海各区快闪 MV展播
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政府新闻
办共同主办，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报业集团、

东方网承办，各区展播片将在东方卫视等本市
主流媒体播放，展播活动将持续至今年 10月。 市民和游客在快闪活动中高唱《我和我的祖国》。 资料照片

“在那里度过的美好童年，给了我一生积极阳光的养分”

瞧，这是托儿所里穿军装的你
■本报记者 车佳楠

1951年 11 月 8 日， 上海襄阳南路 207

号的洋房里传来阵阵笑声。洋房里，一群四
五岁模样的小朋友穿着军装，拿着木质的玩
具枪，半蹲在地板上，表现战士在前线英勇
作战的情形，逗乐了现场的越南人民访华代
表团。表演结束后，小朋友与外宾在洋房前
合影留念。当时，这栋洋房用于民主妇联托
儿所做校舍。解放日报摄影记者董为焜端起
相机，记录了这珍贵的画面。曾经的小朋友、

如今 74岁的王胜利说：“在那里度过的美好
童年，给了我一生积极阳光的养分。”

民主妇联托儿所在哪
上海解放时， 家庭妇女有近 100万人。

然而当时整个上海只有约 51 个托儿所，收
托儿童仅 2000余名。工作还是养育小孩？成
为摆在百万妇女面前的难题。1949 年 7 月，

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后，便立即着手
推动创办各种层次、 各种类型的哺乳室、托
儿所和幼儿园。

1949年年末，《解放日报》 一则公告介
绍： 民主妇联保育院 （托儿所） 于襄阳南路
207号开班。这个地址，如今仍然是一所幼儿
教育机构———襄阳南路第一幼儿园的所在
地，老照片中的洋房还在！

我来到襄一幼儿园。照片上的草坪已被
替换为柔软的绿色塑胶垫，多了新式的活动
设备。东面的部分草坪已经成了拔地而起的
居民楼。 洋房前多了两棵高大的白玉兰。现
任园长马瑛说，因为生源增加，校舍在上个
世纪 90年代进行了扩建， 不过老洋房的结
构还维持着原来的格局。照片中昔日小朋友
表演的房间，有一扇圆拱大门。我们按图索
骥，终于确定是摄于洋房进门右手边，如今
中五班上课的教室。这是洋房里最大的一个
活动空间。

记者查阅史料看到：上海解放后托育事
业飞速发展，至 1957年底，工厂托儿所从解
放前的 29所发展到 820所， 收托儿童达到
3.6万人； 里弄托儿所则有 3331所之多，收

托儿童人数达到了 12.7万。机关社团托儿所也
从两所发展到了 56所。“当时很多工厂辟出了
闲置地用于开设托儿所，抽调厂里的精英去管
理，对孩子们都很好。”襄一幼儿园老园长王成
艳回忆道，没有了后顾之忧，女工们的劳动热
情高涨。

既需“教” 又需“养”

1959 年一个夏日清早，19 岁的王玉华从
上海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去工作的幼儿园
报到时，“进来就看见， 一个老师提着一个铅
桶，一块毛巾，一瓶白色的炉甘石药水。小朋友
看到我就叫阿姨”。

上个世纪 50年代初，很少有保育人员受到
专业训练， 大部分都是有带孩子经验的阿姨来
照顾。一名幼儿专业老师既需“教”，又需“养”。

每天 6时 30分， 王玉华到卧室挨个叫醒
孩子起床穿衣服。吃饭、上课、户外活动，她与
保育员一起出动， 到 12 时 30 分小朋友午睡
了，下午班老师来接手。下午课外活动完毕后，

王玉华又要帮小朋友洗漱；天冷的时候，还要

找个“汤婆子”，一个个推到被子里去热被褥。

晚上则轮流巡视孩子睡觉，同时学着缝补破洞
袜子、打打补丁。到晚上 8 时 30 分，晚班老师
前来接班。

除了体力活， 王玉华还需要抽时间备课。

“语文、常识、音乐、体育……”她记得，“上音乐
课时，我在弹琴，背对着小朋友坐着，小朋友常
常给你‘下马威’，吵翻天！不得不让有经验的
保育员坐在旁边压阵。”

和新中国的上海一起长大
1948年 4月，华东保育院在山东潍坊青州

初创。魏晓路回忆起自己的母亲、华东保育院
第一任院长李静一曾面对的困境， 不禁感叹：

“当时的环境实在太残酷了！ 孩子要吃奶怎么
办？我妈妈她们到处去找羊奶，一家一家地问，

不够喝还要翻山越岭去邻村，每天来回二十几
公里，终于解决幼小孩子喝奶的问题。”

1949年 5月 27日，上海解放。6月 21日，

华东保育院的 184 名师生坐了三天三夜火车
抵达上海， 孩子们的生活条件逐渐有了改善。

“上海刚解放，我们就过来了，我们真的是和上
海一起成长起来的。实际上，从革命根据地来
的这些保育院，积累了许多因地制宜、灵活办
学的方法，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幼儿教育事业提
供了很多经验。”74岁的王胜利告诉记者，她就
是当时 184名师生中的成员之一。在革命根据
地时期，孩子们知道一切来之不易，被带到田
野里参观劳动人民劳作，鼓励做一些适合于身
体的劳动，比如帮助老乡捡麦穗。这样的“传
统”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

在解放日报摄影部的资料库里，记录着一
张张童真的笑脸：当时托儿所的儿童游乐设施
是一艘木质小船， 体育活动的内容是搬花盆。

一个人搬不动，找其他小朋友搭把手；手工活
动的内容是玩泥巴、捏泥人；上课外体验活动，

需要全副武装，扛着锄头，拎着竹篮，上菜地
去。他们时而调皮时而认真，让人忍俊不禁。

转眼间，当年的“小朋友”王胜利已双鬓
渐白：“无论经历了什么， 一个人如果拥有一
个很幸福的童年， 那么他的一生基本上是积
极阳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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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举全市之力
开启了生活垃圾分类
法治化进程，不仅全国
人民都在看，甚至引发
世界关注。 这一情形
下，上海从基层干部到
普通民众，都源源不断
地展现出一股令人钦
佩的热情。 人们很明
白：垃圾分类是场需要
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
攻坚战。

不过，城市治理进
程中，并非所有事都像
垃圾分类一样，有明确
的目标和清晰的法治
保障。有时候，缺乏明
确的预期和指向，又没
有硬性的抓手，一些分
量不轻的工作到了基
层干部手中，往往会变
成“夹生饭”。他们既把
握不好尺度，也吃不准
深度，常常进退两难。

比如对同一公共
服务设施的建设要求，

市区和郊区的考评标
准相同，面对“寸土寸
金”的市区干部，要为
完成足够大的面积指
标发愁，而“地广人稀”

的郊区干部则要为
“××分钟到达率 ” “××

人数覆盖率” 而苦恼。

有的指标范围往往以
“参考意见” 的面目出
现， 看似没有明确约
束，但“参考意见”又不
能不“参考”，干部们只
好在“目标”和“实际”

之间反复纠结，悄然消
磨精力与意志力 。有
时，同样的工作，却有
来自不同部门的考核
标准，而考核指标的权
重又不一致，使得基层
无所适从。

有时候，自上而下
的指令还常会临时生
变，有的不同渠道口径
不一，有的则因前期研
判不足，同实际情况存
在落差，这就更让基层干部感到为难。他们
常要在“上级指令”和“自身经验”间反复周
旋，甚至要靠“猜测”上级意图来办事，一件
小事往往变得无法抉择。 而这样的后果，还
有一个“副产品”———自我加压。

在基层，有一种观念颇为流行：“搞不清
最终目标是什么，先抢个‘最大’‘最高’‘首
发’的名号总没错，还能在领导面前‘有姓
名’。”这种“抢着干”，正是一种变异了的“自
我加压”。更多时候，因上级意图含糊带来的
基层自我加压， 还存在 “层层加码” 的因
素———不知道你要什么，那就多一些选择供
你挑吧。于是乎，原本做一件事，便会被演化
成 N件事，其效能高低，是可想而知的。

政策、指令自上而下，不可能事无巨细、

把一切都设计好、规定死。很多时候，基层也
需要一定的弹性空间，以便自主创造。这就
像一根松紧带，适当范围内张弛有度，会更
切合实际，执行起来也会从容不迫。

但任何一条松紧带，都需要对应一个合
适的“腰围”。基层的这个“腰围”，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上层给出的导向和预期是清晰还
是模糊、是明确还是随意。显然，上层不应有
太多的弹性空间， 不然基层要面对的就是
“漫无边际”，是负担无限增加、“腰围”无限
膨胀。“腰围”撑到一定地步，再有韧性的“松
紧带”总有松垮的一天，再也回不到起初的
劲道。

同抓发展相似，基层工作，也需要“定
力”。基层干部们不能像无头苍蝇一样，每天
对自己东奔西跑之事全无内涵认知。除了考
核时增加的分数，汇报时喊出的口号、报出
的百分比，更应该知悉自己所做之事在实践
中究竟有无效果，是不是满足了百姓、企业
所需， 跟现实到底有无脱节……做到这些，

才称得上“实干”。若是要围着不时反复的指
令团团转，或是不停地“揣测意图”、层层加
压， 干部们怎还有时间精力去沉下心思、自
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提升？

而基层干部的定力，很大程度来自上层
指令的“准星”。给出一根适宜基层的“松紧
带”，必须有清晰的定位、明确的指向；在其
背后蕴含的，则一定有科学、务实的决策机
制，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特别重要的———

在各个层级上对一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
坚决杜绝。在这样的前提下，基层才能更好
发挥创造性，“松紧带”才能伸缩自如。

当年托儿所的孩子们扛着工具，拎着竹篮，出发去菜地劳动。

资料照片
如今，民主妇联托儿所待过的襄阳南路 207号是襄阳南路第一幼

儿园。 本报见习记者 沈阳 摄

“金牌老娘舅”顾仁良扎根小镇，“越干越欢”，三年成功调处 172件矛盾纠纷

“我说的是法，讲的是理，用的是情”

■本报记者 黄勇娣

“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 顾仁良每天要
调处七八起大大小小的矛盾纠纷。 自 2014

年退休，正式成为一名人民调解员，几年来
老顾“越干越欢”，仅最近三年就成功调处了
172件矛盾纠纷， 涉及金额达 1400多万元，

为维护一方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而他自己
也成为了金山区亭林镇上的“金牌老娘舅”。

其中秘诀， 老顾说得很简单———“我说
的是法，讲的是理，用的是情！”

融合“法理情”，是最有效的办法
在退休前，老顾在企业、村里、居委会都

做过党支部书记。在基层工作 40多年，老顾
耐心、热情、口才好、善于调解矛盾纠纷的名
声越传越响。2014年 3月， 刚退休不久的老
顾成为了人民调解窗口的首席调解员。“作
为一名专业调解员， 首先要讲究一个 ‘法’

字，同时要坚持‘法、理、情’融合，这才能让
人心服口服。”一边实践一边学习的老顾，很
快在新的领域大展拳脚。

他印象最深的一次调解，是 2015年的一
起意外伤害事件。在这起事件中，张某受舅兄
雇用，在一家工厂工作，不慎被起重机压成植
物人。当时，医药费已花去 60多万元，张某妻
子带着年幼的孩子悲痛欲绝，今后怎么办、谁

来赔偿，几方争吵不休，事情越闹越大。

老顾接手后，先是从“法”的层面进行梳
理。他弄清楚了责任，张某舅兄并无资质，所以
工厂转租合同无效。 工厂与张某舅兄都有责
任，各赔一半。随后，老顾对理赔费进行调解，

前后数轮，最终达成 200余万元的大额理赔协
议，尽可能做到了合法、合情、合理。

亭林镇司法所所长陈坚告诉记者，多年来，

老顾带领团队形成了亭林镇“三个三”人民调解
工作法。“三个服务”，即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
务村居。“三个原则”，即依法调解、自愿调解、平

等调解。“三个一样”， 即干部和群众一个样、熟
人和陌生人一个样、本地人和外地人一个样。对
于这些原则和方法，老顾坚持一丝不苟地执行，

甚至还因为“铁面无私”得罪了不少人。

“访调对接”，化矛盾于无形
在老顾看来， 能不能当好一名人民调解

员，关键在于能否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把调解工作做好了，可以为老百姓解决难
事，可以让当事双方减少打官司等成本，更可以
减少信访工作量， 为地区稳定筑起第一道防

线。”顾仁良坦言，亭林镇是一个大镇，各种类型
矛盾纠纷层出不穷，到镇里人民调解窗口来的，

要么是难事，要么是村居无法解决的，要么是突
发的矛盾，自己和团队工作人员必须热情接待，

以高度的责任感投身到调解工作中去。

2015年，亭林镇成立金山区首家访调对接
工作室，人民调解与信访联动对接工作机制正
式形成，并逐步推进、深化。这当中，顾仁良也
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他认为，用调处手
段化解为符合条件的信访事项提供了解决矛
盾的新途径， 拓展了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能
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此，他经常去镇信
访部门查询相关信息，分析资料，对不稳定因
素进行研判， 力求将调解与信访进行优势互
补，力助矛盾纠纷化解。

一边“充电”，一边当好“导师”

“顾老师在调解工作中，说话特别有感染
力，而且对不同情况有不同办法……”这是许
多当事人的直观感受。对此，老顾坦言，自己只
有小学文化水平，最初在合同纠纷调解等方面
也是门外汉，因此必须不断地学习“充电”，看
书、看报、看电视，并向身边同事学习。同时，老
顾还收集法制类报刊上的调解案例，以便在自
己的日常工作有所借鉴。

要推广深化人民调解工作机制，还要通过
教育培训， 培养出更多年轻优秀的人民调解
员，做好人民调解的“导师”。顾仁良总结多年
的调解经验与技巧———用公心、真心和爱心调
解。几年来，在老顾的精心培养下，一批批调解
员迅速成长起来， 一个个调解能手脱颖而出，

其中最年轻的才 30岁。 而老顾总谦虚地对学
生们说：“我们是相互学习、共同成长。”

顾仁良（左一）指导调解双方签订调解协议。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