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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叫“远亲不如近邻”，然
而在当下不少大城市的小区，邻居
反倒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然
而，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万安金邸
小区却有另外一番风景，这里有一
支由30多名退休阿姨组成的队伍，
平均年龄58岁，原本是老师、律师、
医生等，退休之后发挥余热，为小区
平安、环境美化、邻里守望等建设作
贡献。她们给自己的队伍取了一个
别样的名字，叫“花漾奶奶”，一则则
暖心的小故事也从这个小区传了
出来。

“花漾奶奶”团队负责人姓顾，
大家称她顾奶奶，她不仅是全队中
年纪最大的一员，也是“花漾奶奶”
团队的创建人。“‘花漾奶奶’成立于
2012年，原本叫花样奶奶，就是‘花
样多’的意思，我们会开展美食、剪
纸、广场舞等一些自娱自乐的展示，
也会参与小区乱停车整治、平安巡
逻、环境美化，还开展了小区暑期学
生教育活动，之所以从‘样’变为

‘漾’，是因为我们不仅要有花样，更
要有活力，有风采。”顾奶奶跟记者
介绍说。

小区 60 多岁的谢伟峰和陆蔚
莉老两口子女定居美国，一年之中
有大半年的时间会去美国陪子女，
但是这里的家空着让老两口心里不
踏实。他们对小区里的“花漾奶奶”
早有耳闻，在居民中的口碑也很好，
便想着是不是把家交给“花漾奶奶”
看管一下。经过商谈，“花漾奶奶”
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老两口在
美国的日子里，“花漾奶奶”分成几
个小组，每个星期两次上门浇花、开
窗、拖地、晒被子等，让这个家里充
满“人气”。“接过钥匙，就是接过信
任，大家都是邻里，就要互相帮助，
对我们来说是举手之劳的事。”队长
李秀花说。虽说是举手之劳，但是
一做就做了3年多。记者走进谢伟
峰老人家中，只见窗明几净，地板一
尘不染，空气毫无异味，阳台上的几
处盆景也长得旺盛，俨然是有人久
居的房子。

“花漾奶奶”在演绎邻里间爱的
情意的同时，也收获了信任。这个

“一把钥匙”的感人故事也成了邻里
们口中的美谈。

2015年初，小区居民徐老伯的
爱人不幸得了重病，平时一直去老
年活动室的他们只好待在家里休
息，连续几天的缺席引起了“花漾奶
奶”的注意，了解到情况后，她们立
即组织队员上门探望，让老徐夫妇
很感动。老徐爱人去世后，“花漾奶
奶”依然像以往一样关心他，鼓励他

参加老年活动。“我们很注意身边
的老伙伴们，要是哪个人3天不来
老年活动室或一段时间没碰到，就
会打听一下，如果病了就去探望，
如果需要帮助，我们也会尽量出出
点子。”小分队队长马阿姨告诉记
者。像今年4月，她们发现小区居
民周桂英不来活动了，就到她家楼
下呼叫她，得知她发烧生病后，马
上帮忙送她去医院看病，周桂英住
院后，“花漾奶奶”又冒着雨去医
院探望，让周桂英深受感动。据统
计，近 3 年里，类似探望已有 40
多次，没有任何补助，全凭“一厢
情愿”，谁能想到现代都市中的邻
里之间也可以这样来往。

“花漾奶奶”每逢“三八”妇女
节、元宵节、端午节等节日，都会聚
餐，她们的聚餐并不奢侈，但很别
致。在小区的活动室里，或一起做
汤圆、裹粽子，或每个人在家里烧一
个拿手菜凑成一桌。每逢春节，“花
漾奶奶”会邀请小区的保安、保洁员
一起聚餐，感谢他们一年来的付
出。“有一次我把我们拼凑的大餐和
聚会的照片分享在微信朋友圈里，
其他小区的朋友看见了，纷纷留言
说很羡慕我们。”小分队队长何奶奶
说。“花漾奶奶”的团队中有些队员
有一点特殊，她们是农村的拆迁户，
大半辈子与农田打交道，刚开始融
入这个队伍时心里有点违和感，但
经过共同开展各种活动，她们也打
开了心扉，如今，她们不仅是队伍里
的活跃分子，还时常将老家种植的
黄瓜、茄子等果蔬分享给大家。

记者了解到，队员们还会自发
带上“家伙”开展家园清洁行动、戴
起袖章开展平安巡逻、穿上志愿者
马夹劝导规范停车等。“付出能够收
获快乐，我们非常乐意发挥余热去
做这些事，我们觉得现在的生活非
常幸福。”队员们纷纷表示。

据了解，万安金邸小区属朱泾
镇罗星居委会管辖，小区建于2012
年，共有居民570户，是金山区文明
小区。在倡导居民自治共治的背景
下，居委会充分调动“花漾奶奶”的
积极性，在修身课堂、活动室等设施
上给予支持，打造成社区品牌之
一。“为了真正体现居民自治共治，
我们不去管这支队伍，但会给予一
定指导和支持，并且将这种模式与
经验用在其他小区的管理上，下一
步，我们要给‘花漾奶奶’设一个展
示室、做一套服装、开设一个公众
号，让她们更好地‘玩转’小区，‘秀’
出不一样的风采。”罗星居委会副书
记毛继英说。

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

“花漾奶奶”玩转小区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在数字福建建设过

程中，福建各地市各部

门群策群力，从满足人

民生活需要出发，开发

出了各式各样提供智能

服务的智慧措施，让广

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不断提升

当前，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越
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高，福建省各
城市、各部门在各个领域依托“互联
网+”推出了一系列方便百姓生活的
措施，城市越来越有“智慧”，百姓生
活也越来越“智能”。

“一码通行”享受公共服务

“现在不管去哪个医院看病，不
用再排队挂号、缴费，只需要通过

‘e 福州’APP，就能实现预约挂
号、检查、查询检查报告等一站式
服务；扫‘福码’就可缴费支付、
预交金还可跨院通用，比原来看病
方便多了。”市民郑松瑞指着手机上
的“e 福州”APP 告诉记者，他已
经下载该APP半个多月了，现在坐
车、看病、图书馆借书等都能使
用，生活越来越便利。

“e 福州”是一个集成的市民公
共服务平台，对接全市 43 个委、办、
局的820个办事事项，整合了全市的
政务服务、公共服务、便民服务和第
三方商业服务。

“福码”即“福州市公共服务电子
支付二维码”，可为群众提供统一便
捷的扫码缴费服务，为收款单位提供
全渠道收款、对账、清分服务，为政府
部门提供市民消费大数据决策分析
服务。

相比现有互联网企业和第三方
支付二维码，“福码”支付方式更加
多样，可以便捷地与现有各类移动
支付方式相对接，在不改变用户日
常使用习惯的基础上，提供更多支
付 选 择 ， 包 括 支 持 “e 福 州 ”
APP、支付宝、微信、银联等多种
支付应用。各机构与“福码”对接
也更加简单，简化政务服务和公共
事业领域单位的对接流程，避免了
重复建设和投资浪费。“福码”还将
群众的敏感信息进行脱敏处理，保
护了公民信息安全，降低了信息诈
骗、网络诈骗的发生几率。此外，
福州市还将“福码”支付与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相结合，信用良好的市
民可凭借个人信用分即“茉莉分”
享受先消费后支付的便利，“福码”
支付数据实时记录着市民的信用，
成为市民提升个人信用评分等级的
重要依据。

“福码”与升级改造后的“e 福
州”APP结合，可实现福州市政务服
务与公共服务领域移动支付应用，可
陆续应用于公交、地铁、政务服务大
厅、不动产登记和交易大厅、医疗教
育、旅游景点、社区服务等领域，实现
一码通行、便捷支付。

“智慧食安”守护舌尖安全

在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举行
期间，记者来到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
心附近的闽江世纪金源会展大饭店，
看到其大堂和宴会厅的LED显示屏
实时更新酒店食材的检测信息，商品
名称、溯源码、入库时间、生产商、购
买数量、检测结果等信息一目了然，
还可知晓当日已检测食品安全数据、
溯源数据和合格率。

“为保障峰会期间食品安全，海
神臻源智慧食安云平台的检测人员
一周前就进驻会展中心附近酒店，检
测其采购的蔬菜、肉类和海鲜等食
材。”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平台检测品类涵盖 33
大类食品、129 个食品品种、200 个
食品细类，检测结果自动保存，相关
数据能实时上传至云端。

据介绍，海神臻源智慧食安云
平台是运用云计算、物联网等技
术，通过快检设备实现“一品一
码”和“批批检测”的数字化溯源
系统。该平台共有三大功能模块，
其中交易平台是采购商、供应商的
线上商品流通平台；监管平台为监
管部门提供真实有效的食品安全信
息数据；供应链平台可叠加供应链
信息，实现全程溯源。

该负责人表示，“智慧食安”平台
对食材在供应链各流通环节进行赋
码，并通过物联网的检测设备实现不
可被篡改、数据采集等信息化管理，
为供应链的参与方提供食用品“一物
对应一码”的溯源整体解决方案。同
时，通过数据实时上传，实现监管部
门和群众实时查询食品的溯源和检
测数据，切实守住群众舌尖安全。

“智能电网”保障高效用电

福建拥有风、光、水、气、核等多
种清洁能源，是全国电源种类最丰富
的省份之一。为确保电网的输送能
力和供电可靠性，国家电网福建省电

力有限公司构建了以世界电压等级
最高的 1000 千伏特高压电网为支
撑、“全省环网、沿海双廊”500 千伏
超高压电网为主干、各级电网协调发
展的坚强智能电网，有力保障了能源
的安全供应。

有了坚强的智能电网，如何更便
捷地把电送至千家万户？该公司将

“互联网+”引入电力服务中，推出掌
上电力、电 e 宝、“国网福建电力”微
信公众号、95598智能互动网站等多
种线上服务新渠道，并通过一个二维
码打造“一码办电”电力服务新体系，
让群众办电更便捷。

据了解，通过扫描二维码，市民
可线上申请办理所有用电业务，大幅
降低往返营业厅次数，实现 19 类常
用业务“一趟不用跑”，8类非常用业
务“最多跑一趟”。2017 年，该公司
全年约减少客户往返次数 159.08万
趟，94.53%的客户选择线上渠道办
理用电业务。“一码办电”不仅可以线
上查询用电信息，获知每月电量电费
和每日用电量，还可在线可视化报
修，实时获取抢修人员位置、了解抢
修进度，并且能帮助用电客户分析用
能效率，提供节能建议。

“以前大多已通过线上渠道交电
费，今天认真体验一下才发现这个平
台这么智能。”在福州鼓楼供电营业
厅办理用电业务的李易女士兴奋地
说：“以后家里电路报修只需动动手
指就可以了，还能参考平台提供的节
能建议实现节约用电，真是居家‘好
帮手’。”

“智慧政务”提升百姓满意度

“现在生活越来越方便了，只有
你想不到的，没有什么办不到的。”在
厦门见福便利店仙岳路店的“e 政
务”便民服务站前，市民王小娜对记
者说。

厦门“e 政务”便民服务站在全
国首创“刷脸认证”和入驻24小时社
区便利店新模式，被称为“家门口不
打烊的政务服务窗口”。广大市民通
过“身份证+刷脸”即可在自助终端
机上办理就业失业登记证明、居住证
自助办理、公安业务办事证明、交通
违法处理和缴款等七大项网上政务。

在福州，惠民资金是否用得好、
用得到位，谁领了多少钱，领得够不
够、对不对，以往老百姓都无从知晓，
这也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截留私
分、优亲厚友、虚报冒领、雁过拔毛等
问题禁而不止，严重损害群众利益，
老百姓意见很大。

为此，福州市纪委与市财政局共
同研究，提出了“互联网+监督”模
式，开发建设了福州惠民资金网。目
前，福州市惠民资金网已经实现了县

（市）区和福州高新区的全覆盖，群众
通过电脑和手机就可查询2016年以
来全市农业支持保护补贴、金秋助学
金、低保补助、五保补助、计生奖扶等
29 类 205 项 惠 民 资 金 ，涉 及 金 额
18.49亿元。

福建依托“互联网+”建城市系统

智慧“触角”探入城市生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薛志伟

“花漾奶奶”团队成员之一给孩子们开展课外辅导。 （资料图片）

成都

街头音乐让城市更浪漫

公园是城市的名片，因地制宜建
设好城市公园既能彰显出城市的独
特魅力，更能有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

在重庆市璧山区，33 平方公里
的中心城区里，大大小小的公园有
30 多个，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29

平方米。除了四季常绿、三季有花，
公园里一块块会“讲故事”的石头更
是令人称道。记者采访时注意到，璧
山在每个城市公园里都布局了几十
上百块奇石，这些石头形态各异、简
而不俗，上面不仅镌刻着对当地特色
文化的注解文字，而且还增设了二维

码标识。
在璧山观音塘湿地公园的状元

桥旁，一块奇石上镌刻了当地状元
文化的历史渊源，吸引了不少市民
和游客前来观赏。留意到石头上还
有一张红色二维码标牌，游客黄美
惠好奇地拿出手机一扫，手机上随
即显示出了对这块石头的种类以及
当地历史故事的文字介绍，并伴随
语音播讲。

“既有文字，又会‘说话’，一
块块奇石仿佛有了生命，通了灵
性。”黄美惠说，在璧山，逛公园是
一种享受，仔细品读石头上的文字
故事还能进一步了解当地独特的地
域文化。“这些精美的奇石既是璧山
城市的一道风景，也是市民和游客
了解璧山历史和文化的最好窗口。”
黄美惠说。

如今，5000余块户外景观奇石
构成了璧山独具特色的城市旅游景
观。在璧山秀湖公园，秀湖水街上
一块西藏模纹石上镌刻了 《乞吕凤
子画像》，这是抗战时期，著名画
家、艺术教育家吕凤子在璧山创办
私立正则艺术专科学校时，友人李

成基请他为自己画像留下的诗句；
在东岳体育公园，石蛋上的 《和绍
朴诗》 是著名诗人、学者郭沫若在
璧山讲学时为学生留下的诗……

璧山在唐至德二年（公元 757
年）设立建制，因境内“山出白石，明
润如玉”而得名，当地具有悠久的用
石传统。

“一座好的城市公园，不仅是城
市自然生态的最佳诠释，也是城市文
化和人文精神的重要表达。”璧山区
政府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最近几
年，璧山区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注重回
归自然，一方面在城市公园、广场和
绿地上布置了一批色泽独特、形态美
观的奇石，为城市增添了返璞归真的
自然之趣。另一方面以石头为载体，
通过镌刻诗文或图案，对优秀传统文
化进行挖掘、展示和传播，实现文化、
旅游、生活功能的融合。

据了解，璧山区下一步将对城区
里的景观石进行布局优化，创造更加
和谐舒适的空间环境，同时把石刻的
图文内容升级为“中英双解”，为广大
市民和游客提供更加多元的游览观
赏体验。

重庆璧山区

公园里的石头“会说话”
本报记者 吴陆牧

游客扫码欣赏重庆璧山登云公园里的奇石。 周本建摄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信息中心主任叶荔姗介绍该院自助机。通过该

机器一分钟内即可在自助机上完成预约、挂号、缴费、充值、打印发票等项目

操作。 薛志伟摄

“快乐的孩子爱歌唱”乐队在成都来福士商业广场前的指定位置演出，

现场聚集起了很多市民。成都为了给市民提供更好的街头表演，让街头表

演提升城市魅力，提出打造“音乐之都”的设想。 新华社记者 张超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