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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杨松涛（曙光居民区）

眼前一片明媚春光，犹如缕缕
霞光透过绿荫，在“百心家园”里闪
光溢彩。当你迈步走进曙光居民区
新乐小区大门的瞬间，就会瞧见走
道顶头一面七彩缤纷的 《曙光溢
彩》彩绘墙，墙上涂鸦着狐狸、猴
子、鸭子、小熊、大象等十余种憨态
可掬的动物，舞动着手中各种乐器，
在墙面的五线谱上跳动，让原本苍
白无声的冰冷墙面，充满了社区锐
意进取、奋发向上的人文情结，耳旁
仿佛奏响悦耳动听的社区治理新篇
章，那一曲又一曲、一章又一章的乐
谱，向你我他娓娓诉说着家园自治
建设的那些人、那些事，“曙光溢
彩”彩绘墙成为 2020 年小区居民
眼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曙光溢彩”彩绘墙，聚焦社区
崇尚科学、绿色低碳、文明和谐等居
民关注度大的热点、焦点、难点。墙体
设计共分为家园共治、非我莫“曙”；
百心家园、你我共建；社区能人、添光
溢彩三大板块，通过一张张照片展
示，带着过往居民重温一起参与社区
建设的温馨场景，营造出社区是我
家、我的心家充满爱以及弘扬社区志
愿者无私奉献精神的浓浓氛围，让人
人争做社区能人成为自治建设的一
种时尚、一种精神动力，从而锻造成
为自治管理的真正主人，进一步推动
打造绿色社区、魅力社区、和谐社区。
多年来，曙光居民区的社区自

治建设，始终贯彻以党建为引领、以
社会化服务为导向，抓好“绿色文
化进小区、廉洁文化进楼组、文化养
老进家庭”的以礼待人、以仪育人、

以诚服人、以信聚人。如今深化拓
展成播撒红色种子、培育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让金色暖流似涓
涓溪水，滋润人心、凝聚力量，开展
守望相助的蓝色公益活动，在白衣卫
士的引领下崇尚科学，远离一切邪恶
黑毒，巩固大手牵小手关心下一代教
育“青苹果”成效，从而构筑低碳节
能、绿色环保的新曙光，让居住在这
里的人民走出来、动起来、乐开怀，在
橙色平台上共圆振兴中华的家园梦，
实现我的心家充满爱的红、黄、蓝、
白、青、绿、橙七色建设理念。
去年疫情防控期间，居民区党

总支分批组织党员、居民、青少年和
物业公司代表等不同人群，在“百
心家园”社区议事坊，进行线上线
下深入细致的调研、讨论小区居民
关心的居住议题，通过“我为曙光

添光彩”、“大家一起噶三胡”等形
式，共商议事达成共识，一起制定了
“爱国守法、崇尚科学；知荣知耻、
明理诚信；尊老爱幼、邻里和睦；文
明养宠、互敬互让；楼道整洁、不乱
堆物；车辆停放、规范有序；爱惜粮
食、光盘行动；低碳环保、安全出
行”64 字住户守则。“住户守则”
体现了社区不同类群居民参与自治
建设的自觉性，彰显了全体居民当
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曙光溢彩”
彩绘墙汇聚了社区不同需求、文化
层次的居民和各条线志愿者的参
与，大手牵小手共建共治共享，同时
发挥第三方组织资源，与长宁科技
进修学校、上海顶元为老志愿服务
中心合作，开拓社区建设思路、营造
活力无极限的治理氛围。同时邀请
专人为居民讲述社区管理和共治理

念知识，进一步换发自觉主动参与
社区自治建设的激情，为“曙光溢
彩”献计献策，就小区自治共治进
行头脑风暴，取得了小区自治建设
的很好效应。
曙光居民区运用社区七色建设

理念，通过彩绘墙体，传承弘扬社区
自治建设的正能量，引领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社区微项目、自治
添活力”，她不仅美化了社区居民居
住环境，同时也为居民提供了休闲健
身的好去处，更为社区自治建设淌出
了一条可复制、可持续发展的通道，
他们在社区自治中不断探索、不断深
化完善和发展，一个崭新的宜居、乐
居、安居新曙光，正在向他们走来，我
们清晰地看到这里的每一天、每一个
角落、每一个人张开自己的双臂，正
在拥抱“曙光溢彩”的明天！

【生活随笔】

溢彩的七色墙

浣溪沙

春日漫步
文 刘祖年（淮阴居民区）

景色诱人沁气田，夭桃穠李又
来年。窗前静读古诗篇。
草地巧堆灵秀石，花园暗引细

清泉，月光照壁夜无眠。

醉花阴

白龙潭之游
文 刘祖年（淮阴居民区）

潭水白龙深百尺，林密多松
柏。轻雾淡云飘，玉树临风，矍铄巍
然立。
举杯畅饮知心客，有暗香琼

液。难道不消魂，乳水交融，同画灵
山石。

武陵春

早春
文 刘祖年（淮阴居民区）

久雨初晴浮午盏，窵浩展天空。
待月高升夜意浓，寒气已离冬。
疏影暗动随流水，湖镜映花重。
四野虚澄碧草容，大地锦衣缝。

走走看看都是景

【观后感】

文 朱扬清（刘一居民区）

笔者家门口的宽阔平坦的泉
口路，位于新泾镇的中心地带，沿
路密布着居民区、商店、菜场、学
校、医院、健身广场、体育球场、托
老中心、阳光之家，辐射数万居民，
是人口密集、热闹繁华的区域，堪
称新泾镇的“南京路”。
历经八个多月的美丽街区打

造，泉口路又一次华丽转身，增添
了四季赏、漫步闲、镇中忆、非遗
韵、童心趣、水岸秀等六大主题新
景观，与原有的景观融为一体，相
得益彰，相映成趣。泉口路己成为
景观连着景观、大景观套小景观、
景观中有景观的美丽道路。笔者经
常在这条路上散步、休闲、健身、娱
乐，尽情欣赏一个又一个的景观，
赏心悦目，心旷神怡，不由得深情
地赞叹：“啊，多美！”
从泉口路大桥向西，路南侧崭

新的健身步道蜿蜒向前伸展，与
绚丽多釆的花卉和郁郁葱葱的绿
化交相呼应，让道路变得生机盎
然又富有趣味。健身步道串联了
各处的休闲区域，给居民带来了
更好的健身运动的体验，彰显了
健康运动主题街道的美好。干净

整洁的围墙上增设了数十个圆形
的宣传窗口，生动形象地向居民
宣传着健康、运动、爱老、敬老等理
念，别有一番风情。
泉口路北渔路转角处，新泾镇

法治文化广场十分引人注目。广场
以司法与法制为主题，融入屏风、
松柏等中式园林的装饰元素，向居
民娓娓道来司法公正与法制的重
要性。广场由一块具有新泾元素的
主题宣传墙和 18 块宣传栏组成，
内容涵盖宪法誓词、习近平语录、
社会治安、民事权益、安全相关的
法律法规，以及扫黑除恶等与百姓
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常识。广场遵
循“法治、平安、和谐”的理念，将法
治文化宣传与新泾镇地方文化有
机融合，让居民在在日常休闲中近
距离领略法治文化，感受法治精
神，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法治的熏
陶，培养良好的法治意识，自觉学
法、守法、尊法、用法，维护稳定，促
进和谐。
剑河路至平塘路路段是泉口

路景观的一大亮点，以新泾镇民间
文化艺术与江南园林有机地结合
起来，焕然一新的街口花园，利用
原来的沿街花坛、廊架及绿化花
坛，融入西郊农民画、海派撕纸、江

南丝竹等新泾镇民间艺术元素，彰
显非遗文化的魅力。街口花园还结
合江南园林的建筑元素，把建筑、
山水、植物有机地融为一体，在有
限的空间中打造出大自然的美景，
并结合彩色沥青健身步道、花朵艺
术墙、绘画体验区等设施打造立
体的沿街景观。花园一旁，刘四小
区外的浮雕围墙融入江南园林的
景观元素，粉墙、黛瓦、花窗，使人
耳目一新；刘一小区的围墙和沿
街花坛进行了改造，营造出江南
风景的温和柔顺、婉约有度，使人
悠然神往。
平塘路至淞虹路段，远离泉口

路上的“闹市”，在郁郁葱葱的香樟
树和高大挺拔的梧桐树映衬下，显
得格外幽静。路段铺设了新的健身
步道，还对围墙立面进行重新改
造，游泳、举重、击剑、网球等惟妙
惟肖的运动造型展现在围栏上，多
姿多态，五颜六色，既充满动感，又
保留了童趣，使街区的人文气息更
加浓郁。
泉口路最西侧的福泉路至广

顺路路段，更为远离“闹市”，显得
格外幽静。路南侧毗邻的河道，维修
改造了亲水平台和沿河设施，更新
修补河边的绿化。走在河边，岸上绿

树成荫，河面波光粼粼，形成了可停
留、可休闲的景观空间，附近的居民
都喜欢在河边散步休憩……
人在景中，景在人的心中。
笔者走着看着，看着走着，不

禁感慨万千，思绪起伏。细细算来，
我和泉口路亲密接触已有 20 多个
年头了。我初识的泉口路，还是一
条三四百公尺长的断头路。后来，
随着大力推进城市化建设的进程，
我亲眼目睹泉口路发生的巨大变
化，见证泉口路的一次次华丽转
身。断头路变成了通衢大道，四通
八达，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名不见
经传的一条街变成名闻遐迩的健
身一条街、健康一条街、景观灯光
一条街，承载着健身、健康、景观灯
光等诸多功能。如今，泉口路又打
造成为美丽街区景观一条街，变得
越来越美观，越来越亮靓。泉口路
的一次次华丽转身，折射出新泾镇
创建“绿色新泾、魅力社区、和谐家
园”的辉煌业绩！我从昨天、今天又
想到了明天，我坚信，未来，新泾镇
美丽街区建设还将继续推进，进一
步提升城区环境品质，营造“生态、
特色、优美、静雅、和谐、宜居”的街
区环境，使生活在美丽街区的广大
居民有着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山海情》观后感

【生活札记】

文 余国放（虹康居民区）

《山海情》是一部反映上世纪
90 年代，宁夏西海固地区的移民
们在国家政策感召下、在福建的对
口支援下，如何克服重重困难，从
无到有地建设新家园的故事。这
部命题的、主旋律的、看似枯燥乏
味的有关帮困扶贫的电视剧却吸
引了无数观众，豆瓣打分高达 9.4
分。我从头到尾、一个情节不漏地
看完了全剧，给我的印象是真实可
信、震撼人心。
上世纪 90 年代，沿海地区已

经取得改革开放的初步成果，而同
时代的宁夏西海固涌泉村竟还有三
兄弟合穿一条裤子的囧事，乡村学
校破破烂烂。那里是联合国粮食开
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应人类生存的地
方，长期干旱缺水，水土流失严重，
生态环境恶化，素有“贫瘠甲天下”
之称。政府号召组织这里的农民移
民去宁夏省城银川附近的戈壁滩。
这里较之西海固有发展空间，但当
时条件也很艰苦，挖地坑、盖窝棚、
垦荒打井，“天山不飞鸟，地上不长
草，风吹沙尘暴。”
这部电视剧不回避社会现实。

由于极度贫穷，这里扒火车、偷盗物
资现象频发，而铁路公安除对个别
惯犯加以处理，对初犯则以教育为
主。刚到这里的福建扶贫干部根本
无法理解。乡村学校白校长阻止不
满 16 岁的孩子辍学打工，遭到家
长集体抵制，一些村镇干部，包括
教育局领导也不以为然。那里还
存在严重的拖欠农民工的工资现
象，乱开发、乱投资造成大量资金
无法收回，也存在着由于区域的重
新划分，当官的互相扯皮、推诿而
造成农民的投诉甚至暴力抗争恶
性事件。所有这些都真实反映了

当时的社会现象，不加以粉饰不掩
盖事实，反而烘托出扶贫事业的极
其艰辛。
福建前来科技扶贫的凌教授苦

口婆心动员农民种双孢菇，但当双
孢菇滞销时，传授农技的教授竟搞
起了推销，为此还和恶意压价收购
的奸商发生激烈冲突，自己还赔了
钱。要让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土
地上的村民整村搬迁难度极大，农
民首先想到：土地怎么办？庄稼怎
么办？关键还有世世代代埋葬在
这里的先人怎么办？一次又一次
动员失败，难怪优秀村支书马得福

也埋怨村民是“刁民”。父亲给他讲
述了当年马姓人逃难到涌泉村，是
当地纯朴的李姓人收留了他们，如
今村民要离开自己的根基，有想法
有抵触也是很正常的。在重重困难
面前，马得福、张树成等一批基层干
部有担当有作为，用真情真心感动
了广大农民。
看完这部《山海情》电视剧，才

直观了解我们党和政府扶贫政策的
伟大和具有深远的意义，也了解战
斗在第一线的扶贫干部和艰辛，也
明白没有什么事能够难倒新时代的
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