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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小区住着顺心

本报记者 王音 通讯员 杨盛岚

单单有回应 件件有反馈
——津南区推行“接单即办”办件模式解决群众身边事操心事烦心事

乡村走笔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刘静男

有呼必有应，便民不打烊。近年来，在推
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津南区始终
把群众诉求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满意作为
第一标准，全面推行“接单即办”办件模式，实
现了热线受理与后台办理服务紧密衔接，推
进了群众诉求快速响应、快速办理，大大提升
了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秒接单”提高“服务质效”

“您好，这里是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每周7天每天24
小时，不管什么时候拨打便民热线，总能听到
这句熟悉的开场白。
“我们小区18号楼整栋楼暖气不热，在

屋里都得穿毛衣了，请尽快解决！”不久前，海
棠街道长泽花园小区18号楼居民在便民热
线中反映道。
接到群众诉求后，津南区网格化管理中

心工作人员在15分钟内将工单反馈至海棠
街道，随即街道党工委第一时间联系区城管
委、区住建委以及开发商、物业公司、社区居
委会到现场进行核查。在查明原因后，维修
人员连夜进驻小区开展抢修，转天中午全楼
供热恢复正常，供暖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群众诉求“秒接单”“速回音”的背后，是

津南区网格化管理中心秉承“简单诉求直接
解决、一般诉求调度解决、复杂诉求吹哨解
决”的原则，创新建立群众诉求快速解决机
制，不断优化服务群众水平的具体行动。
为确保群众诉求得到及时有效处理、快

速高效反馈，区网格化管理中心根据事件紧
急程度，对便民热线转派工单实行差异化管
理分级处置：对特急件要求承办单位30分钟
内响应回复，紧急件办复时限为1个工作日，
急件为2个工作日，普通件能办的马上办、彻
底办，并限时7个工作日内办结。受理、转
办、督办、回访……每一个环节都在为响应、
解决群众诉求奔跑。
——水岸华庭小区附近便道上地砖塌

陷，行人从这里路过一不注意就会摔倒、摔
伤，接到群众电话后不到半小时，区城管委工
作人员就与维修人员一同到达点位查看情况
并进行抢修，问题当天得到妥善解决；
——咸水沽镇新城社区在停车位上安装

充电桩问题困扰居民多日，接单后社区书记
多次与物业、企业、居民对接，仅用一周时间，
顺利解决了萦绕居民心头的难题；
——双桥河镇欣达公寓老旧小区路灯年

久失修、多年不亮，接单后，社区网格员、网格
志愿者第一时间挨家挨户听民声、听诉求，以
最快的速度恢复了路灯该有的功能，得到居
民连连点赞……
在提高办件效率的基础上，津南区网格

化管理中心还与中国电信联合研发了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系统平台，以信息
化手段紧盯办件的各个环节，推进办复工作
标准化、办复流程透明化、办复证据数字化、
办复时间高效化、办复监督实时化，实现便民

热线工作由人工操作向智能标准化的转变，进
一步加快了便民热线接办件工作的效率。据该
中心统计，“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2021年
10月份办结10018件，综合满意率85.6%；11月
份办结12880件，综合满意率87.6%；连续两月
分别增长2%。

“七单法”助推“一办到底”

不久前，津南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接到一位群众反映：海河教育园区里的知香
园小区门口的达文路上污水井发生堵塞，导致
污水外溢，住户家中排水不畅，影响群众正常
生活。
接单后，区水务局相关工作人员立即联系

诉求群众，维修人员也当即前往现场核实。经
过核实，这个污水外溢的井非水务局养管范围，
但考虑到污水井所在区域并紧靠小区住宅，为

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区水务局主动承接任
务，立即安排1台清洗车和1台吸污车，对小区
污水管网进行疏通，全力清空淤堵，降低井内水
位。最终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污水井恢复了
正常的排水功能。为防止污水再次外溢，区水
务局还安排了1台泵车进行调水，在持续降低
污水井内水位的同时，又安排专人进行24小时
值守紧盯水位，保障市容环境干净整洁、群众生
活正常有序。
办理情况第一时间反馈给了群众，在回

访时群众表示：“多亏了你们处理及时，这下
修好了，大家都可以放心了，为你们的工作效
率点赞！”
“有事情，就打 12345。”如今在津南区，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成为“政府可找、
政策可见、服务可得”的重要窗口。“2021年，结
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我们又进一步规
范优化‘接单即办’工作流程，推出‘接单、派单、
办单、回单、评单、督单、考单’的‘七单’工作法，
做到集中受理、分级处理、限时办理、协调督办、
反馈回访全过程闭环处理，着力打造科学规范、

运转顺畅、监督有力、群众满意的便民热线。”津
南区网格化管理中心主任徐东伟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接单、派单、办单”

各单位基本都能在规定时限百分之百办理；“回
单”采用了统一标准模板，回复内容得到有效提
升；“评单”满意率正在逐步提升，体现了问题解
决的实效性；“督单、考单”按月定期进行考评并
下发结果，有效激发了各承办单位的工作主动
性和创造性。
干得好不好，群众当“裁判”。如今，热线办

理情况已纳入了全区绩效考核体系，承办单位
严格遵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第一时间受理接
收、第一时间联系群众、第一时间处置办结、第
一时间向群众回访”的工作制度，对于接单率、
回复率、群众满意率过低的单位，将以督查督
办、专题协调、约谈提醒等方式进一步压实责
任，做到热线一呼即应、一应即办、一办到底，确
保“12345 有事找政府”成为群众最优先的选
择、最为信赖的诉求反映渠道。

“小网格”托起“民生大事”

“小区里的东门打开了，我们上下班再也不
用挤了。”“现在，接送孩子特别方便，比之前可
安全多了……”曾经“堵路”又“堵心”的小区交
通问题一下子得到了根本治理，居民群众、幼儿
家长无不拍手称快。
津南区第三幼儿园（丰达园校区）坐落于津

南区咸水沽镇丰达园小区内，以前居民上下班、
早晚高峰都会与家长们接送孩子的时间“相
遇”，每每至此，小区内交通压力都会剧增，让居
民、幼儿园和家长都叫苦不迭。接到群众反映
后，咸水沽镇积极动员社区网格员、网格志愿者
参与到治理工作中，一方面挨家挨户听民声、听
诉求、听实情，与居民面对面沟通交流、协商解
决办法；另一方面协助社区对接村居“两委”、物
业公司，打开靠近幼儿园的小区东门，重新修缮
门口坑洼不平的路面，最终有效缓解了小区高
峰时段的交通压力，让困扰多年的拥堵问题迎
刃而解。
以党建为引领、以网格化管理为抓手，津南

区网格化管理中心充分发挥“一网统领”的优
势，把“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的问题与
压实网格化管理责任有效融合，积极打造市域
社会治理综合指挥调度体系，纵向贯通各镇街、
127个基层社区、村，做到实时监控网格内诉求
工单的情况，确保指令下达“零时差”、指挥调度
有效到位。
为了夯实“热线+网格”治理模式的基础，

区网格化管理中心还出台了《网格化管理工作
考核办法》《网格员管理制度》等，把城市管理、
公共安全、城市设施、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
238项事务纳入网格员巡查范围，进一步了解
社情民意、化解矛盾纠纷；同时配强治理队伍，
每个网格配备社区干部、网格员和网格志愿者，
成立由专门人员组成的应急处置队伍，打通自
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问题解决通道，实现问题
在网格内管理闭环运行。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热线不仅

仅是群众暖心咨询渠道，更是反映社情民意
的“晴雨表”、汇聚群众智慧的“风向标”。接
下来，津南区将持续以热线“接单即办”来破
题，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和身边事，切实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米”。

新年伊始，北辰区双环邨街的居民纷纷来
到明珠公园呼吸新鲜空气。球场上，年轻人相
约打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游乐园里，孩子们结
伴打滑梯、玩跷跷板；广场上，老年人跳起健身
操，欢快的音乐伴着爽朗的欢笑，荡漾在冬日的
暖阳中。
“自打这个公园改造以后，我可乐坏了！过

去，我出门锻炼得跑到河东公园，来回一个多
小时。那里环境不好，没路灯、没厕所，也没这
么多绿地……现在变化太大了，等过些日子春
暖花开，你再看吧，环境别提多漂亮了！”77岁
的卢德华在佳园东里住了20多年，见证了这里
的变化。
明珠公园面积不大，但环形健康步道串联

起了入口景观空间、交流休憩空间、广场休闲空
间、球类运动空间4个功能区。每天清晨，门球
区活跃着不少“银发族”，他们谈笑风生，身手矫
健，据说还有不少人是从其他街区慕名而来。
“过去，东边门口的位置是一条臭水沟，后

来又有了占路市场，堵得走不动道，环境真是脏
乱差……”卢德华回忆道，“这几年，环境眼看
着好起来，占路市场被取缔了，街道整洁多
了。特别是最近这一年，社区里有什么大事小
情都有人过问，问了还必须落实有结果，我们真
正有了归属感。”
“这里刚围上围栏，准备改造时我就发现

了。”10岁的李晗硕说在公园准备改造时就开
始盼着，“现在的公园比我想的还要好，从家走
到这儿只要3分钟。我总和邻居家的小朋友一
块儿过来玩，打羽毛球、玩器械，晚上吃完饭，我
还会和妈妈一起来散散步。”
2021年6月，北辰区启动了对双环邨街明

珠公园、佳园里中心园及街域内裸露地块4.72
万平方米的综合提升改造，不仅设置了运动空
间、儿童活动空间，还整体铺装了地面，栽植了
花草，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休憩锻炼的好去处。
和卢德华一样深有感触的，还有家住新佳

园东里、和春里的居民们。63岁的王淑娟是第
一批搬进和春里的住户。“刚来时，小区挺干净，
还有物业，环境不错。结果，住了没几年，物业
撤出了，环境一天不如一天。”王淑娟说。
“最乱的时候，小区里养鸡、养鸭……养什

么的都有，私搭乱盖的，种树种菜的，还有捡破
烂儿堆楼道的，房子真是没法儿住了。”68岁
的居民王桂琴说。
2020年年初，双环邨街成立了“飞地”问题

专项工作组，将和春里小区列入双环邨街新佳
园东里社区管理服务范围。
新佳园东里社区书记穆怀鑫介绍，街道和

社区工作人员对和春里的居民和房屋进行了全
面摸排，启动了全面清整。结合文明城区常态
化建设工作，持续开展“楼道革命”，累计清整楼
道内堆物40余车，拆除违建圈占47处。投入资
金300万元，对小区防水、楼内照明、楼宇对讲、
雨污分流等功能性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并完成
外墙粉刷、绿地规划、地面翻新、健身广场建设
等提升工程。
“飞地”治理工作开展以来，和春里的居民

也越来越配合工作，从疫情防控到环境清整，大
家越来越团结。
“社区成立了新佳园东里第五党支部，接收

了9名和春里党员的党组织关系。我们定期开
展活动，疫情防控、清整宣传，我们都参加了。”
王桂琴说自己是社区的党员志愿者，现在感觉
真正找到了“组织”。“大家一起学党史、讲党课，
心中的归属感更加强了。现在小区环境好了，
我们住着特别舒心，再也不想搬家的事了。”

20世纪初，用文言文翻译的小
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是一缕曙
光，在鲁迅的文学事业及中国现代
翻译史上均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胡
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周
氏兄弟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纾译
的小说“确是高得多”，对此书在翻译史
上地位的论述，显得平正而公允。

有时鲁迅也请陈师曾写对联，如
1916年，“上午铭伯先生来觅人书寿联，
携至部捕陈师曾写讫送去”。许铭伯是
许寿裳的大哥，这天他让鲁迅找个人写
副寿联，鲁迅就到单位逮着陈师曾让他
写了送去。一个“捕”字，显示了他们之
间亲密无间的关系。

绘画方面。陈师曾绘画的名声很
大，鲁迅日记里赠画的记载也不少。周
作人后来开玩笑说，师曾给鲁迅刻过好
几块印章，也有几张画，“大家都想慢慢
地再揩他的油”。许寿裳说过，“鲁迅的
爱好艺术，自幼已然，爱看戏，爱描画；中
年则研究汉代画像；晚年则提倡版画”。
尽管鲁迅对传统的国画评价并不高，他
不满于“古人作画，除山水花卉外，绝少
画社会事件”，但还是十分喜欢陈师曾的
画。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鲁
迅为中文系讲师，陈师曾也兼任北京高
等师范学校、美术专门学校国画教授。
鲁迅以1918年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
记》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新局面，陈师
曾则在批评和纠正“美术革命”口号的偏
颇和谬误，肯定文人画的价值，并响亮地

提出文人画的四大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
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陈师曾的山水花
卉，虽然学石涛、吴昌硕，但能博采众长为
己所用，并将西洋画法融入自己的创作之
中，因而他的画能自辟蹊径，卓尔成家，起
到了开一代风气的作用，梁启超评之曰：
“陈师曾在现在美术界，可称第一人。”

鲁迅也向陈师曾索讨书画：1914年12
月10日，“陈师曾为作山水四小帧，又允为
作花卉也”。1915年2月2日，“午后陈师曾
为作冬华四帧持来”。

1915年4月8日，“托陈师曾写《会稽郡故
书杂集》书衣一叶”。1921年1月10日，“午后
从陈师曾索得画一帧”。1928年鲁迅出版《朝
花夕拾》时，陈师曾已经去世，鲁迅给李霁野
写信，托他在琉璃厂买几张花样不同的陈师
曾的信笺，“我想选一张，自己写一个书名，就
作为书面”（鲁迅致李霁野信），后因没有合适
的，最后才使用了陶元庆设计的封面。

制印方面。鲁迅的很多印章如著名的
“会稽周氏收臧”“会稽周氏”“俟堂”等，都
是请陈师曾所制，有时也支付报酬。

1915年8月11日，“师曾为二弟刻名印
一，放专文，酬二元”。9月3日，“托师曾刻
印，报以十银”。9月8日，“陈师曾刻收藏印
成，文六，曰‘会稽周氏收臧’”。

44 多有书画往来

中国茶文化本身追求朴拙高
尚的人生态度，但唐宋时期繁琐的
茶饮礼仪形式挤掉了茶人的精神
思想，留下的只是茶被扭曲的程式
形态，喝茶是在“行礼”，品茗是在
“玩茶”。而紫砂壶的风行，则打破
了繁复的茶饮程式，一壶在手自泡自饮，
文人在简单而朴实的品饮中，可以在体
验紫砂自然的生命气息的同时，使思想
在无限的精神空间中任意驰骋。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

院”（明代汤显祖《牡丹亭》），其中的“良辰
美景”和“赏心乐事”，倒是能够借来体现
当时文人用紫砂壶品茗时心灵获得暂时
自由的情境。能够给人以平和、闲雅、质
朴、温馨的内在感受，与心灵息息相通的
东西，其价值自然胜过金银珠宝。在《红
楼梦》中，当林黛玉听到十二个女孩子演
习戏文时唱了《牡丹亭》中“良辰美景奈
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两句，她“不觉
点头自叹，心下自思：‘原来戏上也有好
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
中的趣味。’”（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
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反映出林黛
玉怀有向往自由的心灵。
“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谈到茶的

作用时，说它作为饮品“最宜
精行俭德之人”，这就将饮茶
与做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谈到茶道的“四标”，他说：“夫
云霞为天标，山川草木为地
标，推能归美为德标，居困趣

寂为道标。”这就把茶与道德修养和生活品
位紧紧联系在一起。茶如此，紫砂壶亦如
此，在它们身上，体现了中国文人对精神
体悟的注重，对理想境界的追求。正是因
为中国茶文化渗透包括儒、释、道思想在
内的中国文化的深厚传统，所以中国人饮
茶不仅追求美的享受，还要以茶修炼自己
的道德，求得精神上的自洁、自省、自律。
有灵气和悟性的人，当对紫砂壶收藏、使
用、把玩、欣赏、研究到一定高度时，便会
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因此真正会喝茶的
人，都把赏壶作为品茶的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好茶需用好壶泡，茶壶一体才有味，这
才是茶与壶之间的辩证关系。
长期以来，激烈的社会竞争带来的沉

重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使人们渴望心
灵获得暂时的自由，进而寻求自我完善和
自我解脱。在现代生活中，饮茶是一种养
生之道、休憩之道，安宁之道；使用饮茶之
器中最具文化特色的紫砂壶，令人更加领

悟到养生之有益，休憩之必需，安
宁之可贵。

了解了紫砂壶的文化背景和
文化含量，就能够理解它在提高
生活质量、提升生活品位方面的
重要作用。

79 赏心乐事谁家院

宝明正思忖着，他二爷李家喜
来了，李家喜见于世林也在，就把宝
明拉到里屋低声说，宝明，你看看那
栋楼抓阄结果真的不行啊，咱老李
家都是上三层，他老于家都是下三
层，不能让姓于的把地气和风水都
占了啊，重新抓阄分房吧。宝明脑仁疼，
过去楼村的居住是姓氏扎堆，邻居基本
都是本家本姓，互相请吃请喝，往来很方
便，但搬到楼上，哪怕是仇怨很深的都可
能成为对门邻居，人们不好接受，宝明没
说话，脸上保持着严肃的表情。于世林
对宝明说，还有，我老于家祠堂怎么办？
那牌坊也得搬走啊。宝明正不知如何
回答，李家喜说话了，宝明，咱老李家祠
堂也得有地方搬啊。还有，街口那棵三
百多年的老槐树可不能丢下，想办法移
到新楼区。宝明对于世林说，您和我二
爷提出的重新抓阄的事，应该征求那栋
楼所有居住者的意见，如果都同意重新
抓阄，那就重新抓。我估计是不会重新
抓了，因为到目前只有您二老提出重新
抓阄，大多数人都没有啥意见。您二老
提出的搬迁老槐树、建祠堂、搬迁牌坊等
问题都是对楼村有重要意义的，村委会
一定研究办法，安排好。

两位老人刚走，于万江来了。于万江
长期参与搞土方工程，在楼村算是个有钱
的人。他在楼村西头老小楼旧址不远的
地方，盖了一座小楼，这座小楼与村庄有
一百多米的距离，当时那里是个废弃的坑
塘，但他填平盖楼的时候，没办任何手续，

现在拆迁，属于违章建筑。宝明用手指指沙
发，让于万江坐下，于万江根本没理会宝
明。李书记，我家小二楼拆了怎么对待？是
不是应该比平房多给一倍的楼房？我三番
五次找你，你始终不给明确答复，你是啥意
思？是不是看我单门独户好欺负？宝明说
你别想歪了，当时你家垫大坑盖小二楼，村
干部都没拦你，虽然你连村委会的土地使用
证都没有，更没有准建证，按照政策法规，小
二楼属于违建，拆是必然的，不按平房一样
对待也是有根据的，补偿问题还没最后定，
你先别冲动好不好。宝明的口气很平静。

反正我小二楼是花钱盖的，不赔偿不
行，不合我心思，就别想拆，除非让我死。
于万江说着还跺了脚，带着一副哭丧脸走
了。于万江的小楼确实让宝明走了很多脑
子，几次在村委会和村民代表会上提出都
被否决。村民代表们认为于万江私自盖小
二楼，且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坚决不能给，
如果给了就是纵容村民不按规矩办事。宝
明不能把村民代表的话直接转给于万江，
那会激起他的情绪，就安慰他说，今晚开会
商量搬迁出现的新问题，我再把你的小二
楼补偿问题作为重点提出来，让村民代表
重新考虑，你放心，一定会有办法解决好你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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