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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11 月 7 日电(记者杜康)人人
享有公益，人人参与公益，正在成为上海浦东新
区塘桥街道的一个特色。约有 8万常住人口的
塘桥街道，每年常态化的志愿活动 5000 多场，
参与志愿者 8000 多人。通过志愿服务线上对接
平台“塘桥公益”，居民能够很方便地找到提供
各类帮助的志愿者。

从相见到相识，打开家门也打

开了心门

在不少城市社区，邻里“相见不相识”已经
成为一种常态。对于老年人来说，陌生的邻里关
系往往意味着孤单的晚年生活。

60 多岁的王解珍住在塘桥街道龙园社区，
作为志愿者，她开放了自家客厅作为小区的“睦
邻点”，每个月都在家里组织几次活动。上了年
纪的邻居们带上自制的赤豆馅南瓜饼、鲜肉月
饼等点心，聚在一起聊天解闷。

王解珍之子张琪说，母亲 2008 年搬到塘
桥，刚来的时候，邻里都不认识，挺孤单的。“现
在每个月邻居们固定聚会几次，母亲心情愉快
了，精神也有了慰藉。”

“谁有烦恼大家解，谁有困难大家帮，好吃

的东西大家尝，好听的歌儿经常唱”，王解珍
编了一段顺口溜，希望把睦邻点建成大家的
“精神家园”。

塘桥街道有 70个小区，像这样的睦邻点
有约 50个。“睦邻点创办的初衷是鼓励低龄
老人为高龄老人提供多样化的照顾服务。”塘
桥街道党工委书记朱洪明表示，很多睦邻点
被设在了孤寡老人、独居老人家里，志愿者定
期上门帮忙打扫卫生、做家务，跟老人们聊
天。

塘桥街道 8万多居民中，老人有一万六
千多名。除了睦邻点，塘桥还推出了“敬老星
期二”“普法敬老进社区”“阿拉老帮友”等系
列活动服务老人，尤其是空巢老人、失独家
庭。

从受惠到投身，志愿服务惠

及更多居民

随着活动的开展，塘桥街道联合辖区单
位、驻区部队，让志愿服务惠及白领、小朋友
和年轻父母等更多群体。

位于塘桥街道的陆家嘴软件园，有 3万
多名员工。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中，塘桥街道联

合浦东交警，让员工现场体验酒精测试。为了
更直观、更形象地让大家了解酒精对驾驶员
的影响，交警还带来了“醉酒眼镜”。

年轻的父母缺乏经验，照顾小孩时往往
手忙脚乱。塘桥街道联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一起，为他们普及儿保知识，提供免费医疗咨
询，开展了“儿童喂养讲座”“儿童常见病中医
理疗”等多场活动。

最近几个周末，陆家嘴软件园的员工刘
萍经常和同事一起，去儿童医学中心的爱心
屋为生病的孩子讲故事。受惠于志愿活动，继
而投身于志愿活动，这就是塘桥的志愿者越
来越多的原因。

数据显示，塘桥社区每年常态化的志愿
活动 5000 多场，参与的志愿者 8000 多人。志
愿者所擅长的技能、愿意提供的服务等信息
都被录入数据库中，依托于这些后台数据，塘
桥推出了孝亲岗、睦邻岗、平安岗等 12个岗
位，为居民参与志愿活动提供便利。

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

上”，志愿服务四处开花

“我有一技之长，愿意为大家服务。”70 岁

的葛佳渝退休前是个律师，他的这一番话道
出了很多志愿者的心声。如果说之前的志愿
活动很多都是在社区“自上而下”的组织下进
行的，现在居民开始成立“自治”的公益团体。

“社区居民的案子，很多律师不愿意接，
因为案子小，律师费很低。”葛佳渝与六位志
愿者一起，组成了社区法律服务室，每周一下
午轮流值班，接待居民咨询。

刘女士老伴成了植物人躺在医院，家里
又因为监护权和房产问题起了纠纷。“突然就
慌了，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这时候哪怕有一
个人能说说话都很宽慰。服务室的律师很专
业，他们帮我把事情理一理，心里一下子就有
底了。”

被人拖欠 3万元债务不还，何先生前来
咨询如何追回欠款；老人们来服务室，希望为
他们代书和见证遗嘱……几年下来，法律服
务室已经接待了上千名咨询者。

类似的组织在塘桥还有很多。居民发挥
所长，成立书法协会、文艺协会，丰富社区文
化生活。针对大家遇到的物业、环境管理纠
纷，社区成立了“戴老师议事厅”“物业党建联
建”等一批志愿者主导的自治组织，推动问题
协商解决。

从 打 开 大 门 到 打 开 心 扉
上海塘桥志愿服务展现新气象

新华社太原 11 月 8 日电(记者马晓媛)11
月 6 日，山西大学在校内贴出一则通知，称从
11 月 8 日起将禁止一切共享单车进入校园。消
息一出，再度引发网友关注和热议。共享单车一
度风靡高校。如今，共享单车该不该被“请出”校
园？记者进行了调查。

记者在山西大学张贴的通知上看到，禁止
共享单车进入校园主要是因为大量乱停乱放的
共享单车严重挤占了人行通道、消防通道和校
园绿地，干扰了正常的交通秩序，影响了校园环
境，形成较为严重的交通安全和消防安全隐患。

山西大学校方表示，为了消除安全隐患，营
造稳定有序的校园环境，决定禁止共享单车进
入校园；禁令实施后，将对推骑共享单车进入校
园的人员进行劝阻。

事实上，高校不是第一次对共享单车说
“不”。北京、武汉、广东等地部分高校都曾出台
类似禁令。从高校“出发”的共享单车，如今却吃
了高校的“闭门羹”，这似乎有些尴尬。

采访中，不少高校师生表示，共享单车是
解决校园出行很好的方式，但其粗暴发展和
管理失序也影响了校园的正常运转。

山西大学法学院学生张雯雯(化名)说，
学校里一条正对美食街的巷口，因为人流量
大，每天都停着大量共享单车，有时候多得放
不下，还会一层层摞起来，不仅影响行人通
行，还给管理人员造成很大负担。

“有时候感觉我们学校都快要被‘小黄车’
们占领了，路上、教学楼前、宿舍里、操场边、
草地上，走哪儿都能看到，乱停乱放也多，根
本管不过来。”张雯雯说。

山西大学禁入共享单车的消息发布后，
引来网友热议。一些网友表示支持，而更多网
友则表示反对。

不少网友认为，高校师生都有很大的骑
行需求，禁止共享单车入校园，显然有违投放
共享单车的初衷。网友“路过你的全世界
0816”说：“学校里共享单车数量多，本身也说

明了校园对共享单车的需求量大，真要是没
了小黄车，上课、上自习和取快递的时候该有
多不方便呀！”

也有网友质疑，学校管理简单粗暴，搞一
刀切。网友“我才是 LuLu姐姐”说，共享单车
刚刚兴起，确实有乱停乱放等诸多问题，但学
校更应当在管理上想办法，不能因噎废食，
“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了”。

还有网友表示，大学本是创新之地、包容
之所，却容不下共享单车这样的新生事物，有
失风范。网友“爱生活的小球球”说，大学是最
有朝气的地方，本应当站在时代最前沿，领一
时风潮，不应在面对新生事物的时候一味抹
杀、禁止。

而新浪微博的一项网络投票显示，表示
支持“共享单车禁入校园”的网友仅占
20 . 9%，而表示反对的达到 74 . 4%。

对于当前不少高校面临的共享单车之
困，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潘海啸指出，一

些高校对共享单车出台禁令，更多是一种无
奈之举。但他也指出：“学校更应当考虑的，是
如何对共享单车进行有效管理”。

潘海啸认为，共享单车投放企业也应当
担负起自己的职责，不能“只想卖不想管”，相
关部门也要加强对企业的监督规范，加强执
法，加快完善法律法规，解决当前共享单车面
临的种种乱象。

有专家建议，高校不妨在教学楼、宿舍、
食堂等特定地点，规划共享单车停放点、设置
电子围栏，同时出台共享单车停放管理规定，
使共享单车在“技术+管理”的双重手段下规
范化、常态化。

此外，高校应引导师生提高自身素质，做
到文明骑行、文明停放。比如，北京林业大学
就创新性地开展了“A4210共享单车文明骑
行好习惯养成计划”活动，通过宣传倡议、志
愿者引导等方式，让高校师生养成文明使用
共享单车的好习惯。

山西大学对共享单车下“逐客令”
校园共享单车管理“一刀切”引热议

金秋时节，江西省南丰县
的 70 万亩桔园内，金黄色的
蜜桔沉甸甸地挂满枝头。

周国英是南丰县市山镇包
坊村的一名桔农，记者见到她
时，她正在自家的仓库里忙着
把刚刚采摘下来的蜜桔装箱打
包。“我们在线上线下都有销
售渠道，蜜桔根本不愁卖。”
周国英一边从箱子里拿出蜜桔
给记者品尝，一边和记者分享
丰收的喜悦：她们家的 300 多
棵桔树，今年的产量预计能有
10万斤。
周国英说，以前来上门收

购蜜桔的都是专职水果经纪
人，但在最近几年，她发现前
来收购的队伍中，出现了许多
新面孔。

“如今有很多住在县城的
市民开车来询问蜜桔的品质和
价格，有的市民甚至一次就订
走了几千斤。”周国英告诉记
者，这些市民收购蜜桔不是自
己吃，而是拿到网上去售卖，
每到南丰蜜桔上市的时候，南
丰县的“卖桔大军”便开始摩
拳擦掌。

住在南丰县城的揭才爱便
是“卖桔大军”中的一员，她
利用闲暇时间在网上开了一家
微店售卖蜜桔，去年一年就卖
出 3万多斤。为了保证质量和口感，她会亲自到果园挑选
品质上乘的蜜桔，并且在当天采摘后便立即发货。

“昨天在树上，今天在路上，明天就在您的舌尖
上……”揭才爱打开微信，向记者展示她的朋友圈里满屏
的蜜桔广告。揭才爱告诉记者，在南丰县，通过朋友圈、
微店等方式售卖蜜桔的年轻人不在少数，“朋友圈卖桔”
既可以帮助桔农开拓销售市场，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南
丰蜜桔”的品牌。

近年来，随着朋友圈微商、微店方兴未艾，有着
1300 多年种植历史的南丰蜜桔也开始插上互联网的“翅
膀”，新的流通销售模式正悄然崛起。
土生土长的南丰人邱星辉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身

在异乡的他，心里始终对家乡的蜜桔念念不忘。时常关注
家乡蜜桔收成和销售情况的他，发现有些地方的柑橘打着
“南丰蜜桔”的旗号以次充好，影响了“南丰蜜桔”的市
场口碑。

2015 年，邱星辉决定从上海回乡创业，他创立了一
家水果销售的电商公司，从货源严格把控质量，通过人工
采摘、分拣、打包的方式打造高端的蜜桔品牌，重新塑造
“南丰蜜桔”的品牌和口碑。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要推进农业品牌建设，
我们希望通过打造精品来扩大南丰蜜桔的品牌影响力。”
邱星辉说，他们去年一年的订单就有 10万多件，销售额
达到 400万元。

(记者范帆、林浩)
新华社南昌 11 月 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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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 11 月 8 日电(记者周闻韬)记者从重庆市
万州区人民法院了解到，首例跨省级行政区域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案——— 重庆巫山千丈岩水库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近
日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万州区人民法院日前启动“执行
利剑”行动，赴湖北恩施建始县对涉事环境污染企业———
建始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强制执行工作。

2014 年 8 月，重庆巫山千丈岩水库受到临近的湖北
省建始县磺厂坪矿业公司选矿厂污染，被环境保护部明确
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水库周边 4个乡镇 10160 户居民的
用水安全面临威胁。

同年 11 月 13 日，公益组织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将
建始县磺厂坪矿业公司告上法庭，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
害、恢复生态并向公众道歉，此案成为全国首例跨省级行
政区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2016 年 1 月 14 日，万州区
法院经审理后一审判决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胜诉，判令
被告立即停止对千丈岩水库饮用水源的侵害，重新进行环
境影响评价，对相关受污染区域进行生态修复，并向社会
公众赔礼道歉。 2016 年 9 月，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据悉，判决生效后，建始县磺厂坪矿业公司即着手组
织进行后环境风险评估，但包括生态修复在内的其他义务
尚未完全履行。今年 7 月，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向万州
区法院提出了强制执行申请。

在此次强制执行现场，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一负责人
向执行法官表示，将积极配合法院执行，并承诺于 11 月
20 日前将公开赔礼道歉的文本提交法院审核通过后在国
家级媒体发布； 11 月 30 日前将生态修复方案提交相关部
门审核通过后，在 12 月中旬前实施生态修复；同时积极
组织资金支付公益诉讼产生的相关诉讼费用。

新华社武汉 11 月 8 日电(记者王贤)8
日上午，随着“汉工排 6 号”工程船将一片
片沉排缓缓沉入江中，长江中游蕲春航道
整治工程正式开工，拉开了人们期盼已久
的“武汉至安庆 6 米水深、武汉至宜昌 4 . 5
米水深航道整治工程”(“645工程”)建设序
幕。

宜昌至安庆段水道全长 1026公里，水
道蜿蜒曲折、滩多水浅，是制约长江干线通
过能力的“肠梗阻”。此前的 4 月 15 日，历
时 27个月建设、投资 43 . 3 亿元的长江中
游荆江航道整治工程正式交付使用，河段

枯水期最低维护水深提高至 3 . 8 米，初步打
通了长江中游“肠梗阻”，为“645 工程”顺利
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局长唐冠军
表示，“645工程”的实施，将有效解决长江干
线航道“两头深、中间浅”问题，形成一条串起
湘、鄂、赣、皖四省的“水上高速公路”，有利于
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建设。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何光中说，“645
工程”实施后，1 . 3万吨级内河船和 1万吨级
江海船将直达武汉、5000 吨级内河船直达宜
昌。投入运营后(按 20 年测算)，航运直接经

济效益达 547 亿元，沿江物流成本大幅降低，
还将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2020 年、2030 年
和 2040 年将可节约船舶能耗约 2 . 8万吨、4
万吨、4 . 2万吨。

黄金水道正在发挥黄金效益。长江南京
以下 12 . 5 米深水航道初通，有效提升了长江
江苏段大型海轮的实载率，改变了进入二期
工程河段的 5万吨级大型船舶需减载、亏载
15% 至 30% 运输的情况。据统计，初通航道
试运行以来，吃水超过初通前 9 . 7 米限制标
准的到港船舶数量增加了 30% 以上，其中 7
万吨级以上船舶到港数量增加了 20% 以上。

长江干线整治瓶颈航道 构建“水上高速路”

1111 月月 88 日日，，施施工工
船船在在长长江江蕲蕲春春航航道道进进行行
航航道道整整治治沉沉排排作作业业。。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程程敏敏摄摄

重庆：首例跨省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8 日电(记者王立
彬)由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南京水利科
学研究院、河海大学、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的太湖流域水科学研究
院近日在上海成立，以优化多方面科技力
量，攻关太湖流域热点难点问题。

记者 8 日从水利部获悉，这是我国首
个流域层面水利科技领域高层次协作平
台，也是流域水利科研机制的创新实践成
果。太湖研究院将围绕太湖流域防洪、水资

源、水生态环境、综合管理、水利信息化、工程
技术等领域的科技问题，以及重大前瞻性、基
础性科学问题，编制流域水利科技问题报告，
开展科研攻关和技术咨询活动，解答流域热
点难点问题，促进科研成果在流域综合治理
与管理中的应用，培养从事流域水科学研究
的高层次人才。

据悉，在太湖研究院筹建阶段，水利部太
湖流域管理局组织相关成员单位对太湖流域
重大水利科技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在广泛

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组织相关成员单位
形成了《太湖流域水利科技问题清单》，列出
包括防洪、气候变化等 7个领域 21个方向的
121 个问题要点，并经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4家发起单位签署了共
建协议。

水利部副部长陆桂华要求，研究院要围
绕太湖流域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
标，在宏观性战略研究、基础性研究、应用性
研究三个层面做好顶层设计。

我国将综合科研攻关太湖流域水生态问题

据新华社上海 11 月
8 日电(记者桑彤)看病不
排队，免诊间支付，还能在
急需时刻通过自己的信用
得到临时“医药费”。11 月
7 日，在蚂蚁金服未来医
院峰会上，创新医疗产品
“信用就医”正式推出，上
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成为全国首家应用信用就
医服务的医院。

尽管移动支付、智能
自助设备已在医院系统有
了不少应用，但诊间支付
的麻烦，仍是就医痛点。患
者往往需要在不同诊室、
不同服务窗口之间来回穿
梭、排队缴费，浪费了大量
时间。

支付宝医疗行业专家
杨雪清介绍，信用医疗一
个突出特点就是无需诊间
支付。芝麻信用与花呗相
结合，以线上自动扣款取
代了线下排队缴费，让患
者诊疗和缴费几乎可以实
现同步。

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
华山医院，芝麻信用满
650 分的用户，可在医院
支付宝生活号“门诊服务”
中选择“开通信用就医”，

按照指示添加就诊人信息，就能得到 1000 元
的花呗额度，用于在该院看病缴费。“信用就医”
用户完成挂号预约后，可直接就诊、取药，每项
检查过后，自动扣费。

该医院信息科副主任胡士杰预估，“信用就
医”模式能平均节省 60% 的就诊时间，极大方
便患者的同时，也给医院资金管理提供了支
持。“类似口腔科这种先看病、后缴费的诊疗项
目，信用就医、自动扣款有效避免了逃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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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拉萨 11 月 8 日电(李键、王军)记者 8 日从西
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布会获悉，西藏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
顺利完成并通过审核，这项工作首次全面准确地摸清了全
区地理国情“家底”。

西藏自治区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从 2013 年正式启
动，采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收集整合多行业专业数据，
通过室内分析判读、野外实地调查，全面查清了全区行政
区域内自然与人文地理要素空间分布情况，同时绘制了首
张地理国情图，建成了覆盖全区的地理国情数据库。

西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厅长梁建平介绍，此次普查对
象为全区陆地国土范围内的地表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成
果包括高分辨率影像、地表覆盖数据、地理国情要素等。
摸清西藏地理国情家底，可以科学地揭示资源、生态、环
境、人口、经济、社会等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的内在关系，为开展其他国情国力调查提供数据
基础。

数据显示，此次普查成果内容丰富、特点突出，共获
取 440 多万个地表覆盖图斑和 118万余个地理国情要素数
据。其中，全区种植土地面积约为 5451 平方千米，林草
覆盖面积约为 94万平方千米，河流总长度约为 107万千
米，湖泊面积 3万余平方千米，冰川与常年积雪面积 2万
余平方千米，荒漠与裸露地面积约为 20万平方千米，房
屋建筑面积约为 505 平方千米。

西藏首次全面准确摸清

全区地理国情“家底”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8 日电(记者余晓洁、毛
振华)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中国工
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周凯旋基金
会共同主办的第 17届“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
动颁奖典礼 7 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经激烈角逐，
北京市第四中学耿逸芃、山东省威海市第一中
学姜义铭、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赵子淇
三名同学从众多优秀青少年科技爱好者中脱颖
而出，荣获第 17届“明天小小科学家”称号。

“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创立于 2000
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完善，已成为国家选拔和
培养优秀青少年的重要科技品牌活动之一。

三名中学生摘得
“明天小小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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