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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迦巴瓦峰下 邬峭峰

暮阳照耀着喜马拉雅与另外两列山脉的
交汇之处， 南迦巴瓦峰就在这里被托向苍天。

它抖落冰雪的衣裹， 群峰金黄如雷火熊熊。这
一奇幻之美，强劲支持着多种地理杂志，将这
座圣山尊为中国最美山峰。地属藏南林芝的南
迦巴瓦峰，仿佛终年不熄的远古火种，撩动着
内陆游人对高原的敬重。

2019年 7月，我就是这样一名来自喜马拉
雅山脉以东万里的游人。旅行社的广告，纷乱
了我的想象。但是，当你第一次面对西藏，你极
有可能被静静地震颤。你预设的想象，如碎絮
般无力垂落。 你将折服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并难以回神。一种伴随惊叹而来的晕眩，近似
初次入藏的高反感受。

然而，南迦巴瓦峰下，还有一种风景，同样
构成了我入藏后的惊讶，这就是藏区青年干部
的形象。我的感受，均出自我身旁的有限范围。

图片上的四名林芝青年，是我本次
参加的藏东南旅行踩点活动的普
通工作人员。他们或是藏族，或是
与诗人仓央嘉措同根的门巴族人。

他们虽然都是小有职级的干部，但
身上散发着一种类似志愿者的淳
朴。我对藏区的了解太浅，我无法
断定这些敦厚的气质魅力是否来
自民族性格，但我真的被他们带入
了一种亲近，一种人与人之间难得
的很舒适的状态。当我开始熟悉他
们，也就是临近告别的时候，他们
的知性、专注和用心，像绽放的第
二层花蕊，也很像你终于有机会将
你的手，放到你很喜欢的某种物体
上面， 开始通过触摸来体味质感。

他们都是学士、 硕士或更高学历
者， 一律袒露着学生般的谦逊，这
反而让你意识到，这一些年纪轻轻
的生活通达者，把身段放得低低的
诚恳背后，是见过世面的淡定和历
练之后的聪颖领悟力。

我和他们的交往，只不过是旅

行计划中一餐一宿的交代， 没有触动魂魄的
彻夜长谈， 也没有觥筹交错后瞬间的内心释
放，更没有让彼此得以深刻互窥的突发事端，

一切从平静中流出，又归于平凡中去。我实在
不解，离开藏区后，他们的脸庞一直在我的眼
前，并极为真切。偶尔，我会做一些猜想：在青
藏高原，究竟是什么地理元素和民族养分，造
就了伟大的松赞干布和空灵的仓央嘉措？他
们博大的人格， 和这个辽阔高原之间究竟有
一条怎样的纽带？每每想及这些，我的思绪，

总会被照片上这四位西藏青年的脸庞及名字
渐渐遮掩：梅朵措姆、多杰、扎西拉姆、普布卓
玛。

因为遥远，以及生命毕竟存在时限，我没
有把握会再次见到他们，但我们能在神圣的南
迦巴瓦峰下，有过八日的温和相处，这已经足
以覆盖很多很多遗憾了。

二十年后忆旧游 王开林

纯粹的文人贸然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

就仿佛六七岁孩童斗胆玩耍锋利的刀剑，非弄
伤自己不可。当年，由于唐顺宗倒台，王叔文集
团失势，永贞革新烂尾，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万
里投荒，被贬谪为永州司马，一夕数惊，终日惴
栗，青山绿水就俨然变成了安神定志的丸散膏
丹。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柳宗元称赞西山
“怪特”而有“异态”，“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
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悠悠乎与颢
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
其所穷”。凡其目之所遇合，耳之所听闻，心之
所陶醉，意之所沉迷，笔笔皆至，栩栩如生，《永
州八记》堪称千古名篇，它既是文学家的偶然
创获，也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

二十年前，我见到钴鉧潭，竹树、怪石参
差，却迟迟不敢相认。其石“若牛马饮于溪”，可
是溪水已干涸见底。其石“若熊罴登于山”，可
是山头已夷为平地。 高丘上住着数十户人家，

檐角勾连，小镇的规模初具雏形，非复柳子厚
初渡湘江而来时那般人烟稀少， 鬼火零星。他
在小品文中强调“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
与耳谋，悠悠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
谋”，着实令人鼓舞。但游客想与之达成共谋，

谈何容易，难就难在彼此要陶然忘机，把世俗
的种种计虑一一放下。很显然，走过这一关，柳
宗元比常人更值得敬佩。须知，繁华过眼，寂寞
伤心， 一旦从富贵的峰头跌至贫贱的谷底，几
人到此能不怃然？他收拾破碎的心境，竭诚投
靠大自然的怀抱，实为上策。

一千二百度春夏秋冬，沧桑变迁的魔力尽
显无遗，当年的嘉木、美竹和奇石都已被柳宗
元的游记席卷而去，可想而知，我所得的“残羹
冷炙”已十分有限。在小石潭，我寻觅不到那百
许头“空游无所依”的小鱼，只见着一潭浊水被
石坝狠狠拦住，溷秽的气息令人掩鼻。四近可
闻鸡鸣犬吠，还哪有一点“凄神寒骨，悄怆幽
邃”的意境呢？当年，柳宗元觉得此地“其境过
清，不可久居”，如今却变成了“其境过浊，不可
久居”，区区一字之差，相去千里万里。

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在此地，我有幸遇到了南宋抗金名将张浚的第
二十八代孙张序伯先生，他为人热忱，自告奋
勇出任导游。《永州八记》，他倒背如流；附近的
地形地貌，他了如指掌；游客的大小疑团，无不
迎刃而解。经他指点，我看到柳宗元故居的石
基还在，多次赋诗咏赞的愚溪尚存，这可算是
令人欣慰的福音了。 我抚摸方方正正的大青
石，一股凉意直薄头顶，这是历史的凉意，绵绵
不绝，我却仿佛被烫痛一般抽回手掌。

张浚力主抗金，与奸相秦桧生隙，被贬谪
到永州，留下一脉子孙。可奇者，张序伯先生不
仅宣传其远祖的功德，而且长期为修复、维护
本地的柳子祠奔走呼吁，不遗余力。两位唐宋
名臣，一文一武，先后在永州谪居数年，尽管异
代不同时， 但身世遭际之中颇有一段相似之
处，倘若彼此神魂偶遇，必定惺惺相惜。

柳宗元笔下的美景悉数“蒸发”了，失望之余，

我也明白，历经刀斧入山、网罟入水的漫长岁月之
后，人间早已不再是往昔的人间，大自然也早已不
再是往昔的大自然，坚城尚且沦为废墟，又何况渔
樵必至之地。清风明月，应该如假包换？没想到，嗅
觉却击溃了视觉。当时，由于一家造纸厂排放的氨
气造成重度污染， 满城都要忍受它无远弗届的恶
臭。我掩鼻询问本地人：“每天如此，你们怎么受得
了？”他们表情木然地回答道：“慢慢就习惯了。”

这究竟是哥德斯尔摩效应，还是鲍鱼之肆效
应？既然深受其害的人都不再表示愤怒，一位匆匆
过客又有什么资格置喙多议？为柳宗元叫苦吗？倘
若他魂兮归来，江山不可复识，真就会“引觞满酌，

颓然而醉，不知日之入”了，非关病酒，实是悲不自
胜。柳宗元曾在潇水上孤舟独钓，如今其下游污浊
不堪，幸而朝阳岩一段，江水犹然清且涟漪，当年
的蓑笠翁仿佛还在《江雪》中愀然趺坐，他的钓竿
真长，一直伸到我心里，钓起千古如斯的孤独，这
尾大鱼拼命挣扎，最终它拽断了柔韧的纶丝，重返
寒水深处。 一叶扁舟就与那首清寂入骨的五言绝
句永远拴牢在一块儿， 谁也休想解开这根无形的
缆索。唯有潇水长情，此刻照见我沉思的影子，一
如往昔照见柳宗元早生的华发， 我们同感人生就
是一趟灵与肉的放逐之旅，终点必在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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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与被收入中学语文课
本有关，读过范仲淹之《岳阳
楼记》的人不计其数。相对而
论，读过钱公辅之《义田记》的
人不多。其实，《义田记》大可
作为《岳阳楼记》的特种补充
教材，使人直观感受范仲淹在
《岳阳楼记》中抒发的情怀。

《义田记》所说之“义田”，

是范仲淹“方贵显时”购置的
专门用来扶养或救济族人中
需要帮助之人的，使他们“日
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
赡”。他专门选择“族之长而贤
者”主管这件事，给予抚养或
救济的数额都有一定之规。于
是想起《礼记》中说“天下为
公” 的那段话：“人不独亲其
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

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范
仲淹的“义田”，是这种古老的
大同理想在他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的试行，连选择“族之长
而贤者”也脱胎于那段话中的
“选贤任能”四字。这是“义田”

之义。

范仲淹的这种义举并非
心血来潮。《义田记》中写得明
白，他“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
贫、疏而贤者，咸施之”。早在
“未贵显”时，他就有志于“义田”，然而，其
“力未逮者二十年”。直到“为西帅”（出任陕
西经略安抚副使）及“参大政”（出任参知政
事），“始有禄赐之入，而终其志”。不要说滥
用权力，搜刮民财，在“为西帅”及“参大政”

之前的二十余年中， 就连俸禄也相当有限。

清廉为官一世，始终不忘“初心”，却也相当
难得。

《义田记》又说：“公虽位充禄厚，而贫终
其身。”勤政一辈子，清贫一辈子，到了晚年，

既有“禄赐之入”，即使坐享清福，也算得上
“后天下之乐而乐”了。他却用一辈子的积蓄
购置“义田”，钱公辅由此联想到“敝车羸马”

而使父母妻子的族人衣食无忧，并帮助三百
多名齐国读书人解决吃饭问题的晏平仲，认
为那晏子近乎孟子所说的 “亲亲而仁民，仁
民而爱物”。范仲淹之义却“贤于平仲，其规
模远举又疑过之”。看来，“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含义，不仅是“吃苦在
先，享乐在后”，为天下人得到安乐而乐，也
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此“乐”与自己的
付出有关。

我还由《义田记》得知：范仲淹“殁之日，

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唯以施贫活族之
义，遗其子而已”。他连自己的丧葬费用都没
有留下，留给子孙的只有借以“施贫活族之
义”的“义田”。汉宣帝时的太傅疏广懂得“贤
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拒
绝以皇帝及太子赐予的黄金“为子孙颇立产
业”，唯“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范
仲淹的境界比疏广更高一筹。他要传下去的
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
义，他留下的是一笔精神的遗产。

或许有人会说，范仲淹的“义田”，惠及
的仅仅是他的族人，离“天下”还差得很远。

但不要忘了， 这只是他的积蓄所惠及的。他
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
多体现于他一生的言行与业绩。他当过州县
的官吏，疏通河道，兴修水利，赈灾济贫，建
校办学，可谓为官一方，造福一方；他也曾在
朝廷任职， 事关国计民生， 无不殚精竭虑，

《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上《百
官图》弹劾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公；上《答手诏
条陈十事》启动庆历新政，往往直言不讳，不
计个人得失。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
湖之远”，都只为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
业，以至临终《遗表》一言不及于私。

范仲淹的“义田”，仅仅是他“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个缩影。

古代文人士子的名声 西尧

叔本华说：每个人皆能求得荣誉，但只有
少数人可获得声誉，只有具备特殊才能和卓越
成就的人才能获得好的名声。现代大众传播学
认为，名声是公众对某人品行的公允认知和对
其才能的客观评价，这种认知和评价不是当面
恭维和逢场式颂扬，而是人们在背后所发出的
由衷议论，直接影响和左右着一个人的口碑和
人格判定。在我国古代社会，尽管人际交往对
象不如当下这么众多，社会交流范围也远不像
今天这么宽泛，但文人士子的名声却为社会所
高度关注，特别是为文人士子们自己所十分在
意，史书典籍多有论述、阐发与记载。北齐颜之
推在《颜氏家训·名实》中将那些“不修身而求
令名于世者”比喻为“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
也”。清代李毓秀在《弟子规》中坦言直陈“行高
者，名自高；才大者，望自大”。吴敬梓的《儒林
外史》则不乏“操节清白，有称乡闾”“闭门颂
习，不交僚党，京师称之”之类的称颂与记载。

“一举成名天下闻”，名声是社会给予一个
人的精神待遇。

如果说一个人的姓名是其社会存在的标
志，那么名声则是其社会存在状况的表征，人们
可以从名声中得到某种隐秘的心理满足。 一个
人名望显赫、声誉飞腾，表明此人在很大范围内
得到公众的认可与垂爱， 这是一种个人价值的
体现和实现，名声也因此给人带来自信与自豪。

而作为中国古代不耕而食、 不富而贵的社会阶
层， 文人士子的名声自有其更值得特别强调之
处。儒家经典著作《论语》在“里仁”篇中倡导“士
志于道”“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知己，求
为可知也”。此处的“道”，具体指向是什么？“立”

的文化根基何在？“为可知”该怎样理解？质而言
之，就是指向道德文章这两个基本选项。长期以

来， 中国主流社会往往用道德文章来衡量文人
士子的名声， 而文人士子也大都以道德文章来
要求和提振自己的名声。东汉张衡在《应间》中
主张的“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
耻禄之不夥，而患知之不博”，正是对文人士子
上述价值观的深切表白和极力推崇。

在封建社会公共空间相对逼仄和传播渠
道较为稀缺的境况下，名声如同一种老旧传播
方式所推介的作品：它恰似空气一样，氤氲流
动于公众的口与耳之间，大众经由口口相传的
简单传播模式不断强化某人的名字、功德与业
绩。尔后，大众又自觉不自觉地在许多境遇和
时机传颂这个人的名字、功德与业绩。名声就
经由这一潜移默化过程，注入社会心里和大众
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人士子的名声很难
通过“炒作”“作秀”来完成，而只能借助于自身
的实际行动与真诚修为， 才能被大众所接受、

所承认、所服膺，进而再经史书的记载传承与
推衍普及，赢得后世公众更为广泛的赞誉和礼
敬。比如东汉时期的著名经学家、教育家任末，

年幼时与景鸾等学者去都城洛阳求学， 通晓
《五经》，尤喜深研西汉齐人辕固生所传《诗经》

且别有心得，于京师游学教书十余年。但别有
意味的是，任末名垂史册，既源于他的高深学
问， 也源于他爱友尊师的义举。《后汉书·儒林
传》记载：“友人董奉德于洛阳病亡，末乃躬推

鹿车，载奉德丧致其墓所，由是知名。”

当然，在古代，通常情况下文人士子的名
声取决于他们的渊博学识与满腹经纶。据《后
汉书·儒林传上·戴凭》记述：东汉光武帝时，正
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
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结果经学
家戴凭一人辩无不胜，“遂重坐五十余席。故京
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戴凭借助口若
悬河的议论击败了朝廷上所有儒生， 声名远
播，名扬天下。这种通过以学识为基础的当庭
辩论而获得的名声， 从学而优则仕的角度看，

不仅“含金量”高，而且获得的奖励也非常现实
与受用。纵观中国历朝历代，不难发现“国有遗
贤”虽为社会通则，而“读书种子”散落民间更
是不争事实。这类文人士子由于不在“庙堂之
高”而“处江湖之远”，显现出他们的“名望与声
誉”具有更为强劲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

名声最初是与某人的肉体之躯相互对应、

互相契合的，但是当日益炽张、渐趋隆盛之后，

它是能够游离肉体之躯而独立存在的。

文人士子在中国古代居“四民之首”，原本
社会地位就高，一俟在道德文章方面有了名望
与声誉，更使他们在各类社会群体中享有独特
的尊崇与特殊的荣耀。北宋初年，为人敦厚、不
慕荣利的饱学之士王昭素到市场上去购物，

“县人相靠曰：‘王先生市物， 无得高取其价

也。’” 元代浙东知名理学家韩性，文辞博达儁
伟，求学者甚众，以至于“户外之履，至无所
容”。他离家访友之时，“负者息肩，行者避道。

巷夫街叟，至于童稚厮役，咸称之曰‘韩先生，

韩先生’云”。更让人惊异的是，文人士子的名
声甚至对于那些打家劫舍的土匪强盗，也有一
定的震慑功能与威慑作用。著有《三礼说》《九
州志》和《勤斋文集》等著作的元代名儒萧惟
斗，名震一时，声重一方，其乡党某人暮归遇
寇，危急之时突生一智，谎称“我萧先生也”，

“寇惊愕释去”。

文人士子的名声，不仅为其本人及家族带
来诸多荣耀和礼遇，在很多时候还能释放出熏
陶功能和教化效用。清代康熙年间广东新会学
人胡方，治学严谨，为人宽厚，敦崇实行，享誉
一方，其时乡曲顽皮弟子偶有劣行被官府缉拿
者，大都愿意接受皮鞭责罚，而“不愿闻其事于
方者”。 在他们看来，“可被他人笞， 勿使胡君
知；他人笞犹可，胡君愧煞我”。由此可以断言，

文人士子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进行道德
教育的重要资源。当然，名声的生成需要文人
士子的艰辛付出， 而其保养守成则更非易事。

屈原在《九章·抽思》中告诫和提醒后人：“善不
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

文人士子名声的形成，一方面需要自身坚
持不懈的修炼与磨砺，另一方面则需要广大民
众的认知与宣介。时下那种依靠传媒爆炒而暴
得的大名，也许可能喧嚣于某一时段、某一空
间，但绝不可能长久地存留于世道人心；而是
否长久地存留于世道人心且历久弥新，无疑是
名声价值的根本所在。由此可见，梳理和解读
文人士子的名声，对当下知识分子加强自身修
养，不无启示意义与镜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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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5G遇上人工智能，未来生活什么样（上接第 2 版）上海人工智能安全
专委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积丰在
开幕现场透露了一组数据：我国智能经济产业
市场巨大，预计到 2020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
规模超过 1500 亿元；到 2030 年，核心产业规
模超过 1万亿元， 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10

万亿元。何积丰表示，各类新技术的日渐成熟
与普及，包括 5G的来临，为人工智能创造了快
速发展的新环境，也为人工智能发展带来新的
变化。 新一轮人工智能正呈现新的发展趋势，

包括从“机器+人”的混合增强系统，到“人+机
器+网络”的群智系统，再到“人+机器+网络+

物”的智能城市复杂系统。

实现 5G产业“三个千亿”

聚焦 5G 与人工智能这两大前沿热门领
域，上海正在抢抓机遇、全力布局。市经信委
副主任张建明表示，今年 6 月，工信部正式颁
发 5G牌照，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先
后在上海宣布 5G网络首发。 截至上月底，上

海已建成 8800 余个 5G 基站， 年底将部署超
过 1.3万个基站。 同时， 已有 160余项 5G应
用正在全市各行业推进。 从建设全球首个 5G

火车站，到建成虹口全球首个行政区域 5G 网
络，再到实现国内首台 5G+4K/8K+VR 腹腔镜
手术直播，这些“首个”足以证明上海已成为
全国 5G发展最领先的城市之一。 下一步，上
海的目标是打造成为 5G网络建设先行区、创
新应用示范区、产业链企业集聚区，着力打响
“双千兆宽带城市”品牌。到 2021 年，全市 5G

产业实现“三个千亿”的目标，即 5G 制造业、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应用产业规模均达到
1000亿元。

在上周成功举行的 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
会上，5G+AI也成为嘉宾们热议的话题。 张建
明说，两者都是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重要
驱动力，双方的融合也将进一步助力上海落实
“三大重任一大平台”国家战略。当前，上海正

在以自贸区新片区为抢滩地，长三角城市
圈为发展腹地，科创板为英雄榜，进博会

为嫁接世界产业链的桥梁，构建连接世界的智能
经济生态圈，人工智能产业也已上升为上海的优
先战略。“未来，上海将携手各行业，共建 5G与人
工智能融合的生态系统， 助推上海 5G和人工智
能的深度应用和产业发展，打造国家人工智能发
展高地。”

开幕式上，漕河泾开发区“产业资本融通发
展联盟”扬帆启航。由漕河泾开发区与解放日报
联合出品的《筑梦者———漕河泾科创服务这些年
（1988-2019）》纪念画册同时发布。同时，本季嘉
年华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将于 9 月 5 日打响，从
300多个项目中脱颖而出的 30余个高精尖项目
将在决赛的舞台上进行巅峰对决。

本季嘉年华由商务部、科技部、国家知识产
权局、上海市经信委、上海市商务委、徐汇区政
府、闵行区政府、青浦区政府和上海临港集团共
同指导，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和解
放日报社联合主办。

率先形成一体化发展共同行为准则（上接第 2版）“一体化示范区将聚
焦规划管理、生态保护、土地管理、项目
管理、要素流动、财税分享、公共服务政策、公
共信用等方面， 率先在示范区先行启动区探索
一体化发展制度创新， 形成区域一体化发展的
共同行为准则。”陈寅说，将共同编制一体化示
范区国土空间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 实现“一
张蓝图”管全域；建立统一的规划管理信息平
台，实现“一个平台”管实施。

拉长长板带动区域发展
“长三角三省一市都有各自的优势， 在合

作过程中可以优势互补。” 陈寅说， 对上海来
说，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当好龙头，就是希望上
海充分发挥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 充分发
挥在改革、开放、创新上的开路先锋、示范引领、

突破攻坚作用，更加积极主动地把“服务”的文
章做好，为各地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提供便利，真
正实现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共赢，共同服务好国
家战略。

落实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需要

三省一市密切协同，不仅要补齐短板，更要拉
长长板。陈寅表示，要充分利用上海综合服务
功能齐全，江苏实体经济基础好，浙江民营经
济活跃，安徽科技创新后发优势明显且人力资
源丰富等特点和优势，通过拉长长板来组成更
高更大的木桶，去盛更多的水，也就是带动区
域发展，并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陈寅说，上海要拉长四方面长板：坚持改
革开放，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
展的先行者；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发挥上
海在科创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提升金融服
务能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切实加强公共
服务，以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

展现长三角居民未来生活图景
在 75分钟的访谈节目中， 陈寅还回答了

不少热线电话和网络留言问题，展现出长三角
居民未来生活的美好图景。

对于打通断头路问题，陈寅说，目前上海

和江苏、浙江对接的九条省级断头路中有
1条已建成，其余 8条已启动建设。其中，

与姚杨公路对接的叶新公路，目前已完成三座桥
梁的架梁工作；道路清表、路基加固已全部完成，

混凝土挡墙完成 75%，工程总体累计完成至总工
程量的 30%。

针对异地养老和医保跨省结算问题，陈寅表
示， 自去年 9月 28日启动长三角地区跨省异地
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至今，已实现沪苏浙三地
全面开通，安徽省部分开通，已开通包括全市所
有三级医院在内的各级公办民办医疗机构共 626

家。未来将进一步实现医疗机构扩量、互通地区
扩容。 养老服务区域合作也是一体化的重点。近
期三省一市民政部门协商，拟在下半年共同推出
一批异地养老服务机构，方便老年人寻找异地养
老信息。同时将积极协调推进养老服务政策待遇
异地结算，养老标准互通互认，共同开展养老机
构院长等急需人才培训。

据介绍， 此次活动由长三角区域发展一体化
办公室、上海市新闻办作为指导单位，中广联城市
台广播新闻委员会、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发起。

“不让一串水葫芦漂进黄浦江”
（上接第 2 版）江苏省人
大相关人士提到，区域环
境标准尚不统一。三省一市发布的地方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具体的指标限值存在差异，仅以标准数量
来看， 上海取水口就比吴江排放多了 80项检测项
目。“标准统一联合备忘录有待落地。”

吴江是全球最大的纺织专业市场，年产值超过
1000亿元，但纺织的末道工序印染所带来的“锑”污
染令人担忧。2014年以来， 太浦河已发生九次锑浓
度异常事件，对水源地供水安全造成一定影响。

上海青浦是调研的第二站。位于青浦金泽镇西
部、太浦河北岸的金泽水库，总库容约 910 万立方
米，日供水规模 351万立方米。

“目前，金泽水源地仍存锑浓度和藻类异常风
险。”上海市水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上海通过实施
“引江济太”，增加太浦闸下泄流量，确保水源地供
水安全。

记者了解到，为有效应对太浦河流域上游来水
水质指标，尤其是锑的异常波动，维护流域水生态
和饮用水源地环境安全，沪苏浙两省一市有关地区
的政府主管部门共同签订《太浦河流域跨界断面水
质指标异常情况联合应对工作方案》，吴江区还专
门制定《吴江区太浦河锑特征污染因子管控方案》，

并根据太浦闸下泄流量、 监测断面锑污染物浓度，

以及下游水源地预警需求等情况， 累计采取 20余
次限产停产管控措施。

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在太浦河边，代表们发现纺织、洗车、加油等业

态错落，沿河有不少违法建筑依河而建。

上游经济发展与下游饮用水保障如何来统筹、

兼顾？

“水源地的治理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
密切相关，这也是水污染治理的关键点。”江苏省人
大代表王卓君认为， 这些年水源地治理的力度很
大，也取得了很大成效，这个成绩来之不易。很多治
理手段都是刚性的，“铁腕制污在一段时间内是有
效的，但从长远来看，还需做全盘的统筹和考虑。”

代表建议，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严防污
染转移扩散，要创新引领区域联动，加快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将改造提升沿河化工产业作为重中之重。

而位于流域下游的上海，水源地安全保障能力

面临诸多挑战，不少代表
建议，饮用水水源地突发

环境事件联防联控机制有待健全，太浦河沿线水量水
质监测要进一步加密，不断完善调度方案，进一步深
化太浦河水资源保护省级合作机制，加强太浦河水质
预警联动机制，有效应对水源地锑污染事件，保障太
浦河金泽水源地的供水安全。

据了解，2016年上海启用金泽水库水源地以来，

为加强太浦河保护，苏州、嘉兴、青浦三地环保部门及
吴江、秀洲、嘉善三地政府联合制定《太浦河流域跨界
断面水质指标异常情况联合应对工作方案》，签订《水
质水量监测数据交换共享协议》，三地开展联合监测、

联合调查，组织跨区域联合执法。

建议三省一市继续加强对接
此行调研中有一现象特别突出， 即省级界河不

少，甚至有“插花”现象，比如属于上海的地域中却有
一条江苏的河流“飞地”。

这样的跨界河湖如何治理？

据了解，2018年 7月， 上海市水务局就启动上海
市与江苏省、浙江省接壤区域内省界河湖排摸工作，排
摸出省界河湖 188条段（个），涉及金山、嘉定、宝山、青
浦等 4区。同步启动了 171条段（个）河道（湖泊）综合
治理工作，目前已完成 91条段，其余 80条段持续推进
中。正推进省界河湖“一河（湖）一策”编制工作，已完成
省界河湖上海部分“一河（湖）一策”初稿编制和中期专
家评审，目前正就中期修改稿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在省际界河治理过程中涌现了一些好经验好做
法，比如金山与平湖、嘉善建立长三角地区首个“水事
议事堂”，共同绘制“三地水系图”，签署界河保洁合作
备忘录，交换 75名界河河长名单，开展劳动和技能竞
赛，共商联动治水事宜，实现上下游省市间联动治水。

代表们建议，三省一市继续加强对接，制定并实
施新一轮太湖治理方案， 深化落实跨界河湖 “一河
（湖）一策”方案，协同推进省界河湖工程整治及长效
管理。

“希望跨界河湖的治理能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率先突破。”许丽萍等代表建议，探索建立长三角区域
统一的法规体系，在示范区探索水资源保护、水污染
防治和水安全保障方面的立法， 解决水资源合理配
置、产业优化布局、跨界水污染联防机制建设、水安全
应急调度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