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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头条】

□通讯员 李亚君 记者 王平

9月28日下午，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幸福家门口 美丽中国梦”——
2018浦兴路街道家门口艺术季开幕式，日
前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行。在当天的开
幕式上，一出出由社区工作者自编自演的
方言情景剧将现场观众带入到浦兴人上下
齐心、众志成城，努力推进“家门口”服务建
设的火热场景之中。

一部名为《幸福的家门口》的系列剧，
向观众们展示了“家门口”服务给社区建设
带来的新精神、新面貌、新气象。如何为社
区老年人特别是高龄、空巢、独居老人做好
服务，解决他们就餐、就医后顾之忧……剧
中都有淋漓尽致的展现。街道服务办和卫
生服务中心共同创作的情景剧《健康关爱
在身边》讲述了居委干部、家庭医生和关爱
志愿者携手为老服务的感人故事。街道团
工委表演的《家门口的花事》生动再现了社
区志愿者与年轻的创业者因一盆鲜花产生

误解、又在真相大白后携手共续邻里情的
曲折情节。街道妇联带来的《最美阳台》通
过一对老夫妻在参加最美阳台评选大赛中
的矛盾与冲突，歌颂了小区志愿者“舍小家
为大家”的无私奉献精神。

精彩的情景剧和方言剧创作素材，源
自于身边的真实生活，带给观众们温暖而
感动的力量。大家时而捧腹大笑，时而凝
神沉思，每一位观众都被深深感染。在“家
门口”服务体系建设中，“家门口”文化是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家门口”文化服务，让浦
兴群众精神上有归属感，成为建设开放、创
新、高品质的浦东的主角。当天的开幕式
演出在全场高唱《歌唱祖国》的歌声中结
束。

剧场里的演出引人入胜，中心大厅背
景、实景、“演员”相结合的“‘家门口’服务
情景体验展”同样精彩。以多幅摄影图片
展作为背景，展现居民区“家门口”服务站、
最美小花园、艺术墙、最美阳台、议事会等
场景画面；实景布置如办公台、红色港湾、

议事厅、团队活动室等均与现实相差无几；
其间还有分饰居委干部、“最美志愿者”、居
民身份的“演员”与观众互动，再现居民区
“家门口”服务场面，大大增加了参观者的
真实感、现场感和体验感。

另据记者了解，此次浦兴“家门口”文
化艺术季将从9月底一直延续到11月下
旬。其间内容丰富多彩，开幕式后将陆续
举办“家门口”的好景色摄影展、“家门口”
的好故事征文比赛、“家门口”的好秀场、
“家门口”的教育成果展、“家门口”的艺术
展以及第二届淮音艺术节系列活动。浦兴
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周秀华、社区社工代表、
群众文体代表及特邀嘉宾在开幕式上共同
启动本次“家门口”文化艺术季的帷幕。

□通讯员 张晓黎

日前，一台台好戏在浦东书院镇文化中
心剧场频频亮相，2018年以“醉在美丽庭
院 乐享缤纷社区”为主题的村居文化团队
天天演活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文艺演出轻装上阵，A、B、C菜单“一键点”
一支轻装文艺小分队，走到哪里，哪里

就会传来热情的掌声。无需搭建舞台、无需
卡车装运、无需庞大阵容，一个钹子、几副快
板，就能讲出身边好故事，唱响时代正能
量。书院文化中心配送的“菜单”也更加丰
富。三类“菜单”：A菜单结合市、区经典节
目配送，高雅文化进社区，让老百姓在家门
口近距离的感受艺术魅力；B菜单是文化中
心结合镇政府工作，围绕“整治五违四必”、
“垃圾分类”、“河道整治”等工作编创的各类
精品节目；C菜单是书院各村居的优秀创作

节目，演绎老百姓朴实生活，构建和谐乡邻
文化。人性化的点单服务，让文艺更接地
气，百姓更受益。

辅导培训设“门诊”，“一村一品”展特色
常去书院文化中心的居民，谈起那里的

文化配送项目都不陌生，大家经常三五成
群，参与各类项目体验，健身娱乐两不误。
随着参与人群的不断扩充，中心也将培训项
目定制得更加“老少皆宜”。插花艺术、时尚
妆容搭配、手工艺品制作等各门类的艺术培
训，各村居的文艺干部可以按需点单。此
外，文化辅导员队伍也日益壮大，在家门口
开起了特约“艺术门诊”，各村居文化团队结
合自己村剧的文艺特色，特约“挂号”，“文艺
医生”上门辅导。公益文化服务下沉到基
层，让更多老百姓汲取“文化营养”。

草根书屋丰富多彩，寓教于乐、文化惠民
针对本乡本土的读者朋友，书院镇图书

馆分别开办了13所村居“草根书屋”，定期定
点为乡村图书室配送图书、期刊，并随着书屋
环境条件的改善，逐渐增加配送图书的数量
和种类。坚守阵地，固然重要，图书馆提升公
共服务能力更要有“挖掘孵化”的功能，引入社
会各方资源，不断扩大阵地壮大力量。现今
的书院图书馆不仅拥有本馆和13所村居“农
家书屋”、两个“家庭书屋”还孵化出棉场村“流
年格图书角”，又一次扩张了书香之苑。另外，
书院文化中心还利用展板展览的形式，将书
院非遗项目、传统民俗节日、24节气等排列在
各村居展出，寓教于乐，文化惠民。

院线大片送到家门口，文化服务百姓乐
除了各类演出和培训，书院文化中心今

年的配送菜单上出现了“新菜品”。精彩电
影展映，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到最新的
院线大片。2018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启动之年，也将迎来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文化中心将《红海行动》、《战时省委》、
《守边人》等具有代表性的影视佳作配送至
全镇19个村居。社区居民自发组成“观看
团”，共同感受党和国家的新政策新变化。
除了专题影片外，还有各类院线大片精彩上
映，不仅让老百姓感受到正能量的熏陶，也
把更多元化的文化资源带到了大家身边。

衡量美好生活，文化是一个重要尺度，
是一个显著标志。在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
后一公里”的过程中，书院镇文化中心以“服
务”二字为起点，以各类滋养人文、贴近民生
的文化配送项目为载体，以“文化大礼包”的
形式，给更多基层群众创造了参与文化、欣
赏文化、接受文化熏陶的条件和机会。将这
些丰富多样的文化乐民活动及文化配送服
务延伸至各村居，形成书院特色的配送模式
和服务菜单，实现“精准配送、优质服务”，真
正把文化送到了百姓家门口。

浦东书院镇文化服务中心浦东书院镇文化服务中心：：把把““文化大礼包文化大礼包””配送到村民家门口配送到村民家门口

好景色摄影展、好故事征文比赛、精彩方言剧……

浦兴“家门口的艺术季”，群众参与热情高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传统一直在用两种
文化形式，推动着人与自然的融合。第一种
文化形式就是老庄禅学的学人沉思，第二种
文化形式就是文人绘画所彰显的创造意
象。前者是抽象的，后者是具象的，两者之
间，彼此渗透，互为犄角，都是为了让人的审
美情绪更好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读了陆春涛的画，我感觉有种“春涛融
入自然中”的感觉。无论是“瓶花系列”，还是

“荷塘月色系列”，这些画中都存在一股将人
与自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力量。这股力量
首先是画家与自然发生关系的抽象美学印
象，经过画家长久的佛禅沉思，通过二度创
作，再使这种抽象美学升华到具象美学。在
陆春涛的笔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已远不是一
般泛泛的依存关系，而是一种心灵相照、气
息相通的关系。照我的理解来说，中国文人
画的精髓，就是要表现对于这种关系的感喟
与体验。

我记得，林风眠先生在上世纪也创作过
一个“瓶花系列”。但是那个“瓶花系列”表现
出的是一种压抑、阴郁、悲悯的情绪，是独具
风格的凄美之作，这与林先生的现实境遇是
一脉相通的。陆春涛的“瓶花系列”则截然
相反，画风明丽，鲜美典雅，千姿百态，精彩纷
呈。在陆春涛笔下，瓶花处处洋溢着青春活

力、勃发生机，令赏画者有股娴静的温玉之
感。同样的景色映入画家眼帘后，为什么折
射出来的景象却大不相同？因为画家的情
感与境遇不同，美的发现与表达也必然不
同。比较林风眠和陆春涛先生的“瓶花系
列”，你就会发现中国文人画的创作，在人与
自然的融合上，都是与时代生活密切相关
的。

陆春涛的瓶花，花色繁多，画法多样。
如勾线的，又细分勾墨线、勾色线、勾具象线、
勾抽象线等；不勾线的，有小笔写意，有大笔写
意，有中式没骨的，也有西式水彩交融的。我欣
赏陆春涛“瓶花系列”时，内心总拿他与林先生
的作品对照。林先生的“瓶花系列”中，花瓶的
器形不多，且几乎不画瓶饰。而陆春涛笔下，花
瓶的器形繁复，瓶饰精彩。瓶饰与瓶中花多有
呼应，大有相得益彰之妙。两个瓶花系列，两
种表现方式，两种绘画语言，表达的是两种截
然不同的画家心境。

陆春涛很喜欢画“荷塘月色”，这也是历
来中外画家都喜欢表现的题材。月光、水
色、花颜，这三色交融的迷蒙，犹如朦朦胧胧
的七彩梦境。如何表现得尽善尽美，很是考
验画家对构图和色彩的把握。西方印象派
的绘画，非常注重捕捉特定环境中对光与色
的瞬间感觉和瞬间印象，用油画的艺术形式

表现，是再合适不过了。而
用中国画的技法来表现光与
色的瞬间灵动，谈何容易！
但是，如果用“印象派绘画”
来定义陆春涛的作品，我以
为并无不可。因为在欣赏陆
春涛的“荷塘月色系列”时，
莫奈园中的莲池景色，似乎
也同样呈现在赏画者眼前。
用中国画创作如此“印象”的
题材，且动人处丝毫不亚于
莫奈的睡莲印象，这就是陆
春涛创新的显著特征，让人
不得不为之叫绝。

值得一说的是，在陆春
涛的绘画作品中，用色犹如“用兵”。兵无定
势，色无定法，奇兵布阵，偏师倚重，很有想象
力。譬如，墨在中国画里通常是主角，但在
陆春涛的画里只是一种色而已。他有不少
画作，几乎尽以色为主，或偶尔用些淡墨。
他画荷塘“夜”色时，背景真就是墨蓝墨蓝的
黑夜，池里的荷花深邃幽冥，池塘尽头的水面
上还飘着薄雾。画黄昏时分的林中荷塘时，
塘中残荷零落，无数的红嘴黑鸟飞在空中，有
的落在池塘中的小岛上，近处的水面闪烁着
白色的光，池塘对面是隔着树林倒映的金色

晚霞。这些有层次感的色彩所要表达出的诗
境，都不是传统中国画所能够轻易做到的。
说明陆春涛的绘画早已跳出了传统中国画的
樊篱，他这样用色，并把它作为绘画主语，很
是让我吃惊。

陆春涛的画，如其名，幅幅满含春意。
他从22岁起拿作品参展，至今30余年过去，
参加国内外大展难以计数。我想，这30余年
正是我国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重要历史阶
段。陆春涛的绘画创作随祖国的春潮而激
荡，可谓正得其时也。

春涛融入自然中
□汤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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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随笔】

□周俊生

近年来，广场舞作为群众的
一项自娱活动越来越普及，许多
中老年人热衷于此，社会对其评
价也褒贬不一。广场舞之所以饱
受诟病，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它
对公共场地的占用，妨碍了其他
人的生活。

为了一己的需要，占用公共
道路，这是一种缺乏社会公德的
行为，理应受到谴责。跳广场舞
的要求再合理，占路也实属不
该。其实，这些占路的舞者是知
道自己的行为不占理的，但他们
仗着人多势众强行推进这种蛮不
讲理的行为，无疑是对社会公德
的破坏。因此，有关方面应出面
进行干预。实际上，占路跳广场
舞，虽然大多数司机选择了绕道，
但如果遇上有司机强行开车，就
很容易造成意外事故，近年来这
种悲剧并非没有发生过。由此说
来，城市管理部门的干预不仅是
要维护交通秩序，更是为了避免
极端事件的发生，维护社会和
谐。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地方的
相关管理部门迟迟不作为，遇到
矛盾“绕道走”，这不能不说是城
市管理中的失职。

对于管理部门来说，干预占
路的广场舞，对她们强行驱散是
容易的，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管理部门更需要做的，是
积极筹划，为广场舞爱好者提供
合适的、不对其他人群形成干扰
的活动空间。是否可以动员一些
有条件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
特别是一些专业的体育场馆在规
定时间对外开放，做大广场舞活
动空间的增量。这样做，对政府
机关来说，实际上增加了一条沟
通民意的通道，对于企事业单位
来说，则可以通过这种场馆开放
增加在市民中的亲和力，都可以
起到更多的积极作用。

秋天的黄昏来到了江南水乡。
晚霞像火焰一般燃烧，原是瓦

蓝瓦蓝的天空，像是穿上了一件闪
亮的红袍。一片片彩云，形态各
异，远远望去，有时像如火如荼的
花朵；有时如栩栩如生的动物；有
时又似金碧辉煌的楼台亭阁。这
使你仿佛看到了“海市蜃楼”一般
的奇观。

太阳像一个很大的红色圆球，
挂在西天边，把金红色的光彩涂抹
在空中、地上、水面……使一切东
西骤然生辉了。

田野里，一大片成熟的水稻泛
着金光，像是一张厚厚的金黄的地
毯。软风拂过，沉甸甸的稻穗微微
起伏，又像是金色的波浪。在老农
的眼里，那稻谷好像在点头微笑，
向主人传递着丰收的信息。不信，
你侧耳倾听：它们正在交头接耳，
发出“悉悉”的声音，这不就是喜人
的笑声么。

村口的小河，平静如镜。岸边
的小草野花倒映水中，五彩缤纷，
似乎也能透出丝丝的香味来，偶尔
一阵微风，荡起圈圈涟漪。那霞光
立即跟着跳跃起来，像无数忽明忽

暗的烛光，又像许多顽皮孩子在眨
眼。慢慢地，水面又平静了。在水
中看天空的晚霞，就宛如那一大朵
一大朵的鸡冠花。这会使你想起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
红”的诗句来。

“嘎嘎嘎……”一队鸭子摇摇
摆摆，浩浩荡荡地向村里走来。它
们有时挤在一起，有时又散开，有
时规规矩矩地走着，有时竟调皮起
来：快的赶过了慢的，强的越过了
弱的……“鸭司令”肩扛一根长竹
竿，看着自己那些霞光下变得色彩
各异的“千军万马”，稚嫩的脸上绽
开了花，情不自禁地吹起了“日落
西山红霞飞”的口哨。那鸭叫声和
着口哨声，真有一点交响乐的味
儿。

村子中央的水泥场上，一大群
孩子在嬉戏。两个孩子在打水枪，
一束束水柱，往来穿梭，有时互相
撞击，溅出朵朵水花。“我看见彩虹
了！”忽然，一个孩子叫起来。大家
呼啦一声朝着同一个方向，大晴
天，哪里会有彩虹？那小孩对着霞
光又举起了水枪：果然，那映着七
色阳光的彩虹，像一条彩带飘在空

中，令孩子们立刻欢呼雀跃起来。
“我们玩吹肥皂泡吧。”不知是

谁说了声。不一会儿，在霞光里飞
出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泡泡
来。那泡泡纷纷扬扬，宛如天女散
花。那色彩美极了：有金的，有紫
的，有粉的……孩子们吹着泡泡，
泡泡们绕着孩子，泡泡们飞，孩子
们追，泡泡们起舞，孩子们欢呼
……孩子们吹出了美丽的泡泡，泡
泡里映出了孩子们的笑脸。

村落里，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
出了袅袅的炊烟。一会儿，此起彼
落地响起一片喊声：

“小铃子，别玩了，吃饭喽！”年
轻的妈妈在喊。

“海荣，上小店给我买瓶‘神
仙’酒。”花白胡子的老爷爷在叫。

“翠花，别跳了，你爹正叫你
呢。”同龄的小伙伴在催。

…… ……
太阳慢慢地落进了地平线，秋

风吹来秋韵，秋色满眼的大自然显
得恬静而温馨。这美丽的黄昏，这
醉人的黄昏，让人流连忘返。

秋天的黄昏拖着美丽的倩影
走了，她要去迎接美好的明天。

记忆里的乡村黄昏
□金哲民

朋友大顾的儿子小波，就读于
一所区级重点高中，平时学习成绩
一直比较好，但是，六月的那场高
考发挥不佳，没有取得理想的成
绩。虽然到了本科的最低录取分
数线，但由于填报的志愿较高，未
能被本科录取。这对于大顾来说，
犹如经历一场“日本海啸大地震”，
这段时间一直愁眉不展，吃不好睡
不香，还不断地责怪儿子不争气，
读书不用功、考试不认真……

大顾的言行举止，不禁让我想
起了曾在一本美国杂志上看到的、
一篇关于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母亲
的短文。我以为，杜鲁门母亲那种
荣辱不惊的作风，颇值得大顾等许
许多多家长的学习和借鉴。

杜鲁门当选美国总统以后，成

为备受人们关注的人物。有不少
记者到他的家乡采访其母亲，希望
她谈谈对自己儿子当选总统有何
感想。记者首先称赞道：“有这样
的儿子，您一定感到十分自豪吧！”

“是这样的。”杜鲁门的母亲对
此表示赞同，她说：“不过，我还有一
个儿子，同样使我感到十分自豪。”

“那可否请教一下，他是做什
么的呢？”记者很急切地问，特别地
想知道，难道世上还有与当上总统
一样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吗？

“他正在地里收土豆。”杜鲁门
的母亲说，“只要自己的儿子能积
极地工作，认真地做事，真诚地做
人，快乐地生活，无论他的成就大
小，无论他的职位高低，都值得母
亲骄傲！”

这就是杜鲁门的母亲，她对自
己的两个儿子一碗水端平，不论儿
子是总统，还是农夫，她都能为他
们自豪，为他们骄傲。这种言行举
止和思想作风，值得我们许多家长
好好学习。

人的智商、情商有高有低，能
力有大有小；学习成绩有好有差，
有起伏有失误，都是难免的。只要
他尽心尽力了，积极学习，认真做
事，真诚做人，快乐生活，那么，就
值得父母亲为他们骄傲！

父母对孩子脱离实际的、过高
的期望和要求，只会给孩子带来压
力与烦恼，也会给自己带来无穷的
痛苦。所以，家长们不妨好好学一
学杜鲁门的母亲，学会为自己的孩
子自豪！

我们要为孩子自豪
□胡德明

2018年8月28日。《鹤邻》重
磅消息：鹤沙航城北横河河道景
观绿化改造，航头小公园改造马
上开始啦！消息里面展示出规划
范围，设计效果图，流淌着幸福的
源泉，令人振奋。兴奋之中，我冒
昧地给改造后的北横河取个名
——双虹鹤廊。

虹是大气中一种光的色散现
象。太阳光是由赤橙黄绿青蓝紫
七种不同的光线组成的，由于它
们的波长不同，当雨后太阳光射
入空气中的水滴时，水滴对不同
波长的光线接受程度不同，经过
水滴表面发生曲折，然后再由水
滴的折射，分光，内反射，再折射
等，太阳光的七种颜色便被分散
开，就形成了彩虹。如果太阳光
经过水滴的两次反射，两次折射
才射出水滴，便形成了双虹。

仅仅一条彩虹就有赤橙黄绿
青蓝紫七种色彩，那么双虹的出
现，更是色彩缤纷。缤纷到人人
称奇叫好，喜笑颜开。这样的景
观实在是难得显现，但双虹不是
没有出现过。就像地铁16号线
本来是一条旅游观光线，设计者
难以预料浦东的迅猛发展，甚至
只有3节车厢的安排，结果地铁车
厢来回都是乘客满满，于是从地
铁16号线的西边又建造了一条
18号地铁线，恰如两条彩虹，从鹤
沙航城北横河东西两端平行穿
过。这样的景观在任何一个城市
都难得出现，而徜徉在鹤沙航城
景观河道北横河两岸，就能看见
两端的地铁站台。

双虹内圈缤纷色彩比较显
眼，外圈紫色比较突出，正如16号
地铁线多半是高架上风驰电掣，
而18号地铁线却隐隐约约在地
下南来北往，两条地铁线酷似双
虹写真，美到自然。

双虹之间孕育着北横河。北
横河是鹤沙航城的中心河道，全
长两公里，两边拥有宽阔的绿化
带，经过改造，展现三大主题广场
和书香公园类似的小公园。这里
是傅雷故里，鹤之故乡。仙鹤：寓
意吉祥、忠贞、延年益寿。

顾名思义，故乡，是出生或长
期居住过的地方。鹤之故乡很早
很早以前就有了典故。记不清哪
年哪月，从东海飞来了一对美丽
的白鹤，停留在鹤巢村前的古柏
树上营巢栖身，并生下一对雏
鹤。雏鹤日渐长大，随着它们的
父母冲霄而去，一去不返。直到
一百年之后，人们又看到从云间
飞来两只白鹤，久久地在古柏上
空翱翔徘徊，寻觅和辨认它们的
故乡，终于又在古柏树上栖息下
来。故地依旧，环境自然优美。
远去的游子眷恋故乡，重回故里，
本色可敬。于是乎，鹤巢村或者
鹤坡塘的鹤氏名称便由此而来。

如今，时过境迁，这里要建设
美丽的家园，况且长期发展长效
管理。在航头镇鹤沙航城区域
内，就有鹤韵路、鹤永路、鹤涛路、
鹤洁路、鹤沙路、鹤驰路、鹤雷路、
鹤波路等等居住区形成了一个鹤
沙航城。正因为这里环境优美，
入住人数达10万余人。这里的
天地是鹤的天地，北横河是鹤的
长廊。简称“鹤廊”。

“廊”，从狭义而言，是指屋檐
下的过道、房屋内的通道或独立
有顶的通道，包括回廊和游廊，具
有遮阳、防雨、小憩等功能。但从
广义上来说。长廊应该是具有某
方面的丰富内涵，具有一定的规
模，形成一个主体架构，目的是服
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类。对仙鹤
而言，蓝天就是它的房屋，绿树就
是它的屏障，河道和绿化带就是
它的回廊和游廊。

与时俱进，站位要高，但要保
持传统色彩，“双虹鹤廊”寓意深
长。景观河道改造后采取全方位
的人文环境布局，形成了集文化、
休闲、旅游于一体的长廊实体，数
以万计的入住居民融入在这里，
在鹤廊上散步，在凉亭里诗情画
意，老人鹤发童颜，年轻人鹤立鸡
群，旅游观光者慕名而来，自然感
觉到东西两条地铁在奔驰，自己
乐在缤纷长廊中，享受到别样的
风情。

“双虹鹤廊”，蕴含着同样的
情感！

双虹鹤廊
□王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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