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蒋晓丽 记者 王平

今年的文明城区创建工作启动以来，浦
东塘桥街道辖区环境越来越干净整洁、道路
越来越畅通，这得益于“基层部门吹哨，职能
部门接单”基层治理新机制，即基层部门在
社区治理中发现自身无执法权或缺乏执法
人员力量无法处置的难题时，可直接向职能
部门发单，职能部门接单后，按照规定时限
要求，及时派出人员力量到现场开展处置工
作，并抓好落实，将处置结果及时反馈，成效
显著。

“这段时间我们小区门口非机动车摆放
整齐多了，而且都停在划线框里，看起来感
觉好很多了。”宁阳小区居民赵阿姨说。原
来是社区管理办根据各居委上报的非机动
车划线区域，逐步在主次干道、背街小巷人
行道划定停车线，规范车辆停车秩序。

据悉，塘桥街道以文明城区创建为契
机，紧紧围绕“转变工作作风，为基层松绑减
负”，建立了“基层部门吹哨，职能部门接单”
基层治理新机制，按照“问题上报、接单落
实、结果反馈”三步闭环工作法，构建了以街
道党工委为核心、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的

“一核多元、协同共治”基层治理格局，破解
了基层治理无权，职能部门行动少、执行差
等难题，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满意度、感受
度、参与度。

借助此机制，微山居委反映茂兴路店铺
门前乱堆物、乱晾晒等问题，塘桥城管中队
接单后，立即派出人员力量到现场开展处置
工作，当场进行整改。与此同时，城管中队
加大巡逻力度，每天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
及菜市场周边、公园广场等区域进行重点巡
查，做到及时劝阻、制止流动商贩，确保市容
秩序良好。

“自从有了‘基层部门吹哨，职能部门接
单’新机制，倒逼责任部门转变工作作风，更
加积极主动作为，立行立改，从真正意义上
助推文明城区创建工作。”相关职能部门负
责人表示。

塘桥街道将始终坚持“转变工作作风，
为基层松绑减负”，大力加强作风建设，倾听
基层诉求，把基层减负工作不断推向前进，
促进领导干部、机关职能部门多一些沉入一
线，多一些实打实指导，跨前一步协调解决，
不断开创基层治理新局面，推动创造更多让
人民群众点赞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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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头条】

基层部门吹哨，职能部门接单

浦东塘桥转变工作作风抓实文明创建
【社区·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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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区服务功能的不断
提升，如今居民公共事务的办
理越来越便捷，很多服务从过
去的属地办理升级为如今的

“一网通办”，随之也出现了一
些新的问题，比如中心城区的
一些社区事务受理点由于交通
便捷人流量增加，本来主要服
务对象是辖区居民，如今“一网
通办”附近企业白领趁午休间
隙来办理事务的人越来越多，
加之原来受理点面积就相对较
小，无形中增加了居民的等候
时间，相关部门对此早有准备，

“一网通办自助服务机”登场，
让市民办事更加便捷、高效。

笔者前几天就在位于市中
心的某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看到，一位年长的阿姨进来后
神色有些慌张，工作人员上前
询问得知其急着去看病，需要
申领新的医保记录册，但手中
拿到的排队号码前面还有十几
人，但她急着要去医院看病。这位阿姨
将其特殊情况告知工作人员后，工作人
员便直接带她来到自助服务机前，插入
社保卡，然后点击医保服务——就医记
录册更换，随后进行人脸识别，最后点击
用完按钮，一本崭新的就医记录册就从
机器口出来了，前后只用时2分钟，这位
阿姨连声道谢，总算能赶上了就医时间。

目前“一网通办”自助服务机可自助
办理的社区事务有公安、医保、人社、档
案、住建等事项，后续还会有更多的事项
嵌入。办事群众只需通过一次认证，就
可实现数据在终端上自动同步、共享复
用，不仅可以用来查询事项，办件，还可
以用来自助打印、自助申报。

自助服务终端机的入驻，很大程度
上实现了受理窗口的分流，方便了群众，
后续这种自助终端服务机还将向企业园
区推广，方便企业办理各项手续，助力营
造更优质的营商环境。

□小王

走社区
写民生

□记者 施勰赟

日前，作为“宝山环上大科技创新圈”建
设重要标志的“环上大科技园”在上海大学
隆重揭牌。

近年来，宝山区围绕“国际邮轮之城”和
“智能智造之城”的双城战略，着力发展邮轮
经济、机器人及智能制造、新材料、建筑科
技、平台经济五大千亿级产业，人工智能及新
一代信息技术、大健康及生物医药、文化创意、
节能环保、现代物流五大百亿级产业集群。
上海大学也逐渐成为宝山科技创新的策源
地，校内不仅有诸多科技园孵化企业和在校
学生为主体的创新创业团体，还拥有丰富的
创新科技资源和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

今年6月6日，宝山区与上海大学签订
新一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携手打造环上大
科技创新圈，共建环上大科技园。近期，区

校共同制定《环上大科技创新圈建设工作方
案》，提出了整体规划、重点突破、逐步拓展
的发展思路，统筹布局环上大科技创新圈空
间和功能。

环上大科技创新圈整体规划以大场镇、
城市工业园、南大生态智慧城为核心区，通
过辐射带动，逐步拓展至北上海生物医药产
业园、机器人产业园等特色产业园区以及吴
淞创新城等重大板块。核心区规划包括大
场镇上大周边区域、城市工业园区、南大生
态智慧城三个片区，并布局3个众创孵化基
地、5 个中试加速基地、N 个园中园为产业
承载空间、1条创业街区，形成“3+5+N+1”
的空间布局，逐步建设形成“众创空间+孵
化器+加速器+产业园”的全链条科技成果
转化和创新创业孵化体系。

宝山的主导产业与上大的优势学科完
全契合，区校协同创新、联动发展具有战略

意义。区校双方将重点在新材料、人工智
能、医疗器械、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文化创
意等产业领域开展协同创新。围绕产业能
级提升，解决“卡脖子”工程和产业基础共性
问题，区校双方将全力建设石墨烯国家协同
创新中心、先进功能材料省部共建协同创新
中心、医工结合协同创新研究院、人工智能
国家协同创新中心等新型研发平台。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刘昌胜院士
在致辞中表示，学校将与宝山区携手着力构
建创新创业生态体系，为繁荣发展环上大科
技园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与智力资源；加强
统筹规划，发挥科技园的价值溢出效应和平
台放大效应，辐射带动宝山区整体高质量发
展；加强协同创新，着力探索体制机制创新、
开发运营模式创新和产业政策创新，打造多
功能、平台型、高能级的大学科技园载体；加
强多元融合，以“科技、人文、生态”理念打造

宜学、宜业、宜居的新型创新社区。最终，在
各方共同努力下，将环上大科技园打造成为
大学科技园的新示范、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
新地标、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陈杰表示，环上
大科技园的建设是实现“区校合作、双赢发
展”的战略之举、破题之举。环上大科技园
的成立，将成为“环上大科技创新圈”建设的

“引爆点”。宝山将集聚优势资源，全力推动
环上大科技园不断做大、做强、做优。一方
面提供充足的空间，和上大一同携手，统筹
布局科技创新圈的空间和功能；另一方面加
大政策的支持，积极争取先行先试政策在

“环上大科技创新圈”落地。探索设立成果
转化基金和产业引导基金，助力上大重点产
业项目落户宝山，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同
时在载体、租房、人才等方面也将给予全方
位支持、全过程服务。

宝山与上大携手打造示范性创新创业集聚区宝山与上大携手打造示范性创新创业集聚区

他比我小3岁，称他“陶兄”，
是敬重他，他值得我敬重，无论做
学问还是做人。

他叫陶继明，我认识他是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好像是
上海语文学会跟县文化局联合举
办清代大学者钱大昕的学术研讨
会吧，陶兄参与了会务工作，当时
他在县新华书店工作，我是文化
局长，书店属文化局领导。后来，
局里启动《嘉定文化志》编纂，他
成了文化志采编人员，我们一起
去北京、上海等地采访浦安修、陈
冰夷、葛一虹、谭正璧、秦瘦鸥、朱
端熙等一批文化名人。1990年，
我卸任文化局长之后，几乎与他
没有什么交集，只知道他调到了
博物馆工作，孜孜矻矻地在文博
园地里辛勤劳作，收获了丰硕的
成果，取得了不凡的业绩。

倒是退休后跟他有了较多的
接触，一起随嘉定报去过福建，与
古建筑研究与民俗历史文化研究
会下常州，到无锡，抵馀姚，游天
台……还在区文联文学工委的带
领下，采风石家庄、白洋淀、西柏
坡、安徽六安革命根据地等等，又
一起编辑区退管中心的《又一
春》，对陶兄的了解比较深入和丰
满了。

陶兄是个做学问的人，做文

化历史学问的人，并取得了令人
钦羡的成就！我不知道在《嘉定
碑刻集》这样280万字皇皇巨著
中，他所付出了多少心血？我只
知道这些碑刻文字的断句，就令
人头痛不已！为了向世人展示嘉
定文化的综合实力，区广电局推
出一套“嘉定文化丛书”，包括嘉
定的历史、名人、家族、书画、诗
文、园林、民俗等。这十几种书
中，陶兄撰写了《疁城春秋——嘉
定史话》，主编了《海上绝技——
嘉定竹刻艺术》，还和夏咸淳教授
一起主编了《练水风雅——嘉定
四先生诗文选注》。这套丛书中
的其他几种，他不仅是策划，还是
责任编辑，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他还整理点校了《黄淳耀全
集》《李流芳全集》《练川名人画
像》《涂松遗献录》等地方人文的
古籍著作。这是一个个浩大的工
程，每一个工程，陶兄都浇灌了无
数的心血，废寝忘食，精耕细作，
常常忙到不知东方之既白。不止
于此，陶兄还策划了“归有光及嘉
定四先生学术研讨会”“科举制度
及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明
代文学及嘉定文派国际学术研讨
会”。

《疁城漫笔》《练水集》是他长
期研究嘉定文史之余的散文随笔

集，无论是风物篇，还是人物篇，
写的都是嘉定的故事、嘉定的人，
走进嘉定孔庙，俯瞰法华塔下的
风景，漫步风雨天恩桥，书写秦园
琐事，尝南翔小笼馒头，听书上林
春书场，拾善牧堂轶事，还有那多
才多艺的竹刻大师朱缨，槎溪茶
仙陆廷灿，满怀乡土情结的顾维
钧，记忆中的秦瘦鸥先生等等，书
写的都是发生在嘉定大地上的
事，都是喝练祁河水长大的人，字
字有情，句句融爱，故而打动了无
数读者乃至众多文学大家和史学
专家的心！黄裳、杜宣、丁景唐、
袁鹰、郁风、蒋星煜、陆象贤、尚
丁、顾振乐、熊月之、陈四益、赵丽
宏、赵长天等等，对他的随笔好评
如潮。我很是羡慕，想当年我出
版第一部散文集是丁锡满写的
序，丁称我为“田园作家”，让我沾
沾自喜了好长时间。老丁任过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写序时任解放
日报总编辑。好评陶兄者，个个
都是名家和大家，就说袁鹰，乃人
民日报副刊主编；杜宣呢，著名剧
作家、散文家、诗人、《文学报》创
始人之一；丁景唐，研究鲁迅专
家、上海出版界前辈；赵丽宏是诗
人、散文家、上海文学社社长……
从这两部全是写八百年嘉定历史
和现状的散文集里，我触摸到了

作者对嘉定历史，对故乡的深沉
的热爱！这爱，让他沉浸在嘉定
八百年时空里，挖掘着，深耕着，
探索着，开拓着，有了等身著作，
有了将“叫化嘉定贼娄塘，乌龟出
在徐家行”正名为“教化嘉定食娄
塘，武举出在徐家行”。

我常受惠于陶兄，多次请教
有关文史知识，他总会给予满意
的答复。凡发生在嘉定大地上的
人与事，无论是传统文化、海派
文化，还是红色文化，他都能说
出个甲乙丙丁，故我称他为嘉定
的“万宝全书”，这恐怕一点也不
为过。

他初中毕业后就参加工作，
后来又读过电大中文专业，起点
尽管不高，但业余时间里，常游学
于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弟子刘天倪
教授，何以如此博闻强记，满腹经
纶？《我的<东坡乐府笺>》庶几可
释疑：位于福州路的上海旧书店
是他访书较多的地方，书店宣稼
生成了他的好友。一次，他又去
书店，宣先生从办公桌抽屉中取
出两册线装书，

“我拿来一看，原来是《东坡
乐府笺》(上下)，这是旷世无双的
北宋大词人苏轼的全部词作，我
兴奋得跳起来，这正是我需要的，
我的洋洋三大册的《苏东坡集》
中，独缺他的词作，真是天意，立
即掏钱买”。爱书至于如此，陶兄
才高八斗，也在情理之中了。

陶兄很忙，经常有单位与个
人请他去讲课，讲嘉定的人文历

史，讲四史，他一般都不打回
票，我讲过好几次：“你要做减
法了，尽量少一些讲课。”他苦
笑着说：“我脸皮薄，不好意思
拂逆了人家的一片盛情。”我知
道，他心脏不好，装了三只支
架，睡眠也差，安眠药不离身，
血压血糖均高，吃饭前一定是先
吃药。但是，他闲不住，歇不下
来，每每抱病上课或开会。前年
嘉定镇街道的我嘉书房开张，要
我请几位作家参加，还要写留
言。我把陶兄请去了，他是上海
作家协会会员，对他说：“没有一
分出场费的喔！”他笑着说：“没出
场费，一定去，更要去！”说得干
脆，使我很感动。

“在小楼上，我倚着枕头常常
听着春雨敲打屋瓦的点点滴滴的
声音，也能听到雨点落到练祁河
中的声音，让我时而思远，时而怀
人。脑海中飞出陆游的诗句“小
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
花”。那雨声，那甜糯的叫卖声，
在诗人的听觉中，这是自然的语
言，也是江南特有的语言，蕴藏着
无穷的想象，足以让人洗涤尘俗
的心灵。”这是陶兄写他的出身地
西门街的一段话，我从《小楼一夜
听春雨》的文中摘了这几句，是被
他对西门老街的一往情深所感
动！这浓得化也化不开的老街情
结，化作了他一腔柔曼的诗意，汩
汩地流淌在字里行间……你说他
是古典文学的工作者呢，还是充
满了柔情的诗人呢？！

陶兄继明
□赵春华

落苏，茄子是也。夏令时节，
正是江南落苏上市时。

江南人喜欢吃落苏；我生于农
村长于农村，记忆中，村子里几乎
家家户户都会种落苏；落苏的成活
率和产量都极高。落苏不仅是夏
季的时令菜，更是每家每户餐桌上
的家常菜。

与同为夏令菜的豇豆、毛豆、
黄瓜、丝瓜、冬瓜等比较起来，落苏
的吃法最丰富多彩了，有油焖落
苏，鱼香落苏，蒜蓉落苏，清炒落
苏，炒落苏丝，面拖落苏，捏落苏，
酱落苏等等。自然，还可以有落苏
炒豇豆，落苏烧毛豆，落苏炒黄瓜，
落苏烧冬瓜等等，落苏还是主角。
一只落苏拥有五花八门的吃法，既
体现了人们对落苏的喜爱，也反映
出落苏在南方人食谱中的地位，更
承载着一种饮食文化与民间智慧。

说来不怕朋友们笑话，对于落
苏，令我情有独钟的一道菜，却是
最最朴素的饭蒸落苏。

俗话说：“三岁定胃口”，有科
学研究结论，幼年时期形成的饮食
和生活方式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一
生。我所以喜欢吃饭蒸落苏，大概
就是小时候吃多了饭蒸落苏后形
成的一种偏好吧。

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吃得最
多的一道菜就是饭蒸落苏：每逢落
苏成熟季，盘中不断落苏菜；中饭
饭蒸落苏，夜饭饭蒸落苏；昨天饭
蒸落苏，今天饭蒸落苏；如此日日
落苏，顿顿落苏，倒不是百食不厌，
而是百食不能厌。

从我可以帮父母做饭的时候
起，做得最多一道菜，也是饭蒸落
苏。

饭蒸落苏，是一道操作起来最
简便的菜了。从菜地里把落苏采
回家，清水洗干净，将一只落苏用
菜刀，从落苏头那里往蒂部剖下
去，不要将蒂取掉，也不要剖开剖
穿，剖成“十”字型，即一只落苏剖
成四分，蒂部是连着的，手提蒂部，
依然是一只完整的落苏。然后，将

一只只剖好的落苏放入一只大瓷
碗里。煮饭时，等水煮开了，即把
放入落苏的大瓷碗放入饭锅里。
等锅里的饭煮好了，那落苏也蒸熟
了。这就是饭蒸落苏。

当年的饭蒸落苏，是家里的一
道主菜，甚至是饭桌上唯一的一道
菜。饭蒸落苏是清蒸的，无盐无油
无调料。吃的时候，用一只小碗，
倒点酱油沾着吃，最多再在酱油里
加些味精。吃饭的时候，夹一块落
苏，往酱油碗里沾一沾，放在饭上，
落苏上沾的酱油滴落在饭上，饭米
粒呈酱红色；再将落苏拔拉到饭碗
的一边，用筷子将米饭搅拌几下，
碗里大半的饭粒都沾上了酱油；然
后，便是吃一口饭，咬一口落苏；再
吃一口饭，再咬一口落苏，这样三
下五除二，一块落苏与一碗饭一起
下肚了，吃得好像也是有滋有味，
其实，下饭的虽有落苏，吃到的却
是酱油味道。后来长大了，我才慢
慢明白，那个时候所以总是那样吃
饭蒸落苏，倒不是为了图便利，也
不是追求清淡，油炒落苏倒底比饭
蒸落苏要好吃多了；人们选择蒸落
苏而不是炒落苏，是因为可以省油
省盐省柴火。那个年代的生活，并
非是删繁就简，而是因清贫而简
单。常听到村里人说一句话：家里
再穷，一碗饭蒸落苏总还是拿得出
来的。

有一句话，叫贫穷限制了人们
的想象力；其实，贫穷也限制了人
们对落苏的吃法。这一点，读一读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栊翠庵茶品
梅花雪怡红院劫遇母蝗虫》就可以
理解。这一回中记录了贾母请刘
姥姥吃茄鲞的故事。茄鲞，就是切
成片状腌腊的落苏。故事说贾母
让凤姐儿拿些茄鲞给刘姥姥尝尝，
凤姐便搛些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
还说：“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
们的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刘姥
姥尝过后笑着说：“别哄我了，茄子
跑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
粮食，只种茄子了。”大家听说后便

对刘姥姥说：“真是茄子，我们再不
哄你。”刘姥姥诧异道：“真是茄
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
我些，这一口细嚼。”原来，吃了一
辈子落苏的刘姥姥不会想到，这落
苏虽然还是落苏，做法完全不同
了，凤姐告诉了落苏的新做法：“你
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签了，只要净
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
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
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
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
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
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刘
姥姥这下听明白了，摇头吐舌说
道：“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
配他，怪道这个味儿！”瞧，种落苏
的人还不如不种落苏的人会吃，差
别就在于经济基础。不过，我可以
断定，即便刘姥姥在大观园尝到了
落苏的新吃法，回家后也不会照此
法炮制的。

当年，我也曾经在城里一位知
识青年朋友家里吃过她妈好亲手
做的一道肉沫落苏，味道自然远远
胜于饭蒸落苏；但是，那时候，我连
让我妈妈烧一次肉沫落苏的念头
都不敢有。

时代的进步，不仅改变着饭蒸
落苏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如今吃
落苏注入了一种全新的动机。过
去吃落苏，是不得不吃。如今吃落
苏，却也与健康联系起来了。据科
学研究证明，落苏营养丰富，尤其
含大量维生素D，能保护血管；含
有较大量的钾，可调节血压及心脏
功能，预防心脏病和中风；含有维
生素 P，每 100 克中即含维生素
P750毫克，而这维生素P能使血
管壁保持弹性和生理功能，防止硬
化和破裂。

最近的一次体检，报告中表明
我的体质在衰老，且血管、心脏等
指标出现异常。医生建议加强心
血管方面的保健。我遵医嘱，开始
加强保健工作。保健的途径很多，
我选择食保，而食保之一，便是饭
蒸落苏。饭蒸落苏，价廉物美，既
清淡，又有保健功效，且无药物的
副作用，何乐不为呢？一天一顿，
一顿两只，就这样了。

饭蒸落苏
□俞富章

每当盛夏，人们总喜欢寻找
清凉之地。浓荫蔽日的绿树下，
清风徐来的荷池边，无疑是最好
的“避暑胜地”。宋代婉约派诗
人秦观在《纳凉》诗中说：“携杖
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
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
香。”诗人于夏夜月光下携杖游
走，寻寻觅觅，遍找清凉胜地，在
画桥南畔、绿柳婆娑处乘凉，听
笛声参差，闻池莲飘香，其趣陶
陶，其乐融融。可见，有了荷香，
夏日才更有韵味。

夏日傍晚，我喜欢去东城广
场的荷花池走走。我居住在惠
南东城社区，非常喜爱这个家门
口的荷花池。在荷池边散步，站
在碧波荡漾的荷池边，看着荷花
含羞的娇态，那万绿丛中的亭亭
玉立，冰清玉洁的倩影在随风轻
舞，犹如深蓝夜空中繁星点点。
此时此刻，一阵清凉扑面而来，
一份美丽心情油然而生。

人倚荷塘边，感觉那荷的绿
衣正是青春少女的裙裾，随风踏
波而来。纯洁的荷之仙子啊，你
在绿衣遮掩之下偷偷张望，是为
了寻找一弯明月，还是想了解人
世的风情，抑或是在守候一段情
缘。绿衣掩饰不了你的美丽与
灵性，吸引了众多的倾慕者。蛙
儿来了，得意地躺在荷的怀抱中
鼓着腮帮唱着“山歌”；蜻蜓来
了，收起先前曼妙的舞步，轻轻
地贴在荷尖上，静静地聆听荷的
心曲。

荷象征着真、善、美。传说，
荷是佛祖走过留下的足印，所以
凡是长荷的地方，自然少不了灵
气。望着一尘不染的荷花，让我
想起了先前看到的一段佛与人
的对白：佛对我说：“你的心上有
尘。”我用力擦去。佛又说：“你
错了，尘是擦不去的。”于是我将
心剥下来。佛说：“你又错了，尘
本非尘，何来有尘？”一直不得其
解，忽然顿悟，尘本无尘，何须拂

拭？心无歪念，就无须有畏，这
也是无私可以无畏的一种禅解
吧？这就是荷能洁身自好，清而
不妖的缘故吧。

那日，趁傍晚雨后初霁难得
的凉爽，我和五岁的孙女，兴致
勃勃来到东城广场，一睹“清水
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荷塘佳
境。雨后的荷塘，景致更加迷
人。那一枝枝迎风摇曳的荷叶，
恣意向上伸展，经过雨水的洗
礼，宛如一个个刚出浴的美人
儿，打着一把把翠绿色的小伞，
伫立在清水盈盈的池塘中，更显
妩媚，楚楚动人。那些调皮的雨
滴，还恋恋不舍地在硕大的荷叶
上滚动，当阵阵微风吹来，摇摇
欲坠，雨水在绿叶的映衬下，呈
现出深蓝浅绿的色泽，真像一个
个青色的瓷盘，盛放着一颗颗大
小不一、晶莹剔透的珍珠，侧耳
细听，似乎还能听到雨和荷初次
相会时的窃窃私语。

小孙女虽不知道什么是诗
情画意，但已有了朦胧的美的意
识，面对浓翠嫣红的荷花，兴奋
不已，犹如一只放飞的小鸟，在
田埂上指东画西，活蹦乱跳，一
会儿让我摘张荷叶，戴在她头
上，一会儿又要我采朵荷花，握
在她手里，开心得手舞足蹈，那
神态，活像年画上憨态可掬的娃
娃。突然，她发现有蜻蜓落在花
苞上，目不转睛地看得出神，小
手却不由自主地挠着脑袋，一副
绞尽脑汁想问题的模样，稍后，
突然大声地吟咏起“小荷才露尖
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诗
句。于是，我也吟咏起“接天莲
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心似莲花碧照水，影是清
荷不染尘”等诗句。

尽管尘世喧嚣，站在荷池之
畔，荷的诗意随着淡淡的清香扑
面而来，荡涤我的心境，净化我
的灵魂……

夏日赏荷
□陈志强

“长期占据在微山路上的修鞋铺和修
车铺，请帮忙处理。”

“收到，城管队员立即处理。”
“宁阳路、塘桥路上街沿机动车违章停

放，请求处理，谢谢。”
“收到，已安排民警处理。”
“小区门口经常有快递车停着，快递员

助动车不规范停放，快递袋乱扔，多次劝离
无果，希望予以解决。”

“收到，马上处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