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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家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
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
好、传承好，利用好。这给予我们两项启示：
要使古运河在我们的保护中得以振兴；要深
入挖掘运河文化，彰显出运河沿岸“上善若
水”的文化内涵。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水眠”是姑苏的真
实写照，正是这一汪清澈湍湍、渊涵隽永的
河水，孕育出了姑苏人清纤灵动、多情善感
的个性秉赋，并最终激发出杨威团队的创作
灵感，打造出大型原创现代舞剧《河》。

《河》以古运河为载体，以茉娘的深爱为
主线，以江南文化为依托，演绎梦的解析，借
助多元审美手段，讲述了一个充满江南诗性
话语的舞蹈故事。在保利文化集团的助推
下，苏州市歌舞剧院倾情演绎，面向全国进
行为期两个多月的巡回演出。

舞出爱与诗的伟大主题

一曲婉约动听的姑苏评弹在空中飘荡，
映衬出千年河流的流淌不息。古运河桥堍
下，生活丰足而自得，在三重叠影般的江南民
俗画境中，舞剧《河》渐渐拉开帷幕，将一出凝
重而凄美的爱情故事向观众娓娓道来。

茉娘因运河上的一次“投缘”，抱定了一

生的爱情执念，终生为之辗转反侧，并期盼
“一夕百年”的圆满。梦，变成一艘记忆的小
船，托付着真情的告慰和期盼。河，是她人
生爱情的桑田，在波浪中涌动前行。爱，似
乎就在其身边，却在不离不弃和若即若离中
游走。因此，舞剧中的“婚轿异梦”“小桥失
遇”“丝线传情”和“灵魂双翼”等一系列舞蹈
独白，也应运而生，感遇兴怀。

姑苏，这座以水为容的千年古城，犹如饱
经苍忧的翁叟，见证着河流变迁的峥嵘岁月。
运河滋养出的渊深厚重的千年古城，在千古不
散的“爱”的相思之中，上下牵引和浮动。

《河》剧的舞蹈始终是以“爱”为意念，
河、船作为图式和内心情感的象征符号，表
现着茉娘“客观生存状态的显现和主观心理
意愿的宣叙”。舞剧的编导以心灵环视的方
式，对应着苍茫斑驳的运河图式，将叙事、悟
识和抒情的多元心境，汇流成一帧帧宏伟壮
阔的“爱”的诗篇，作诗性的舞蹈解读。

舞剧中的一段双人舞给人印象深刻，其
中男女双方都有一种对“爱”充满强烈渴望
和追索的心愿，但由于人生轨迹的不同总受
到“时空”上的“间离”，因之引发出对人生、
命运的考问。在舞蹈动作的设计上，男女双
方以动作的相合与抗排，刻画剧中人物多舛
的真实命运，空间高低的处理也暗示着人生
的轨迹和趋向：时而分离，时而合体，时而又
在爱情的向往和求索中相合。由于主角始
终是在“梦境”中展开追寻，因此双人舞的形
态处理采用了形合神离的“间离”手法，体现

出若即若离的“二元”意味。

在舞蹈中追寻地域文化之根

我们说以舞蹈语言呈示地域文化，不只
是说以舞蹈风格性动作来彰显地域文化的
特性，如敦煌舞蹈彰显西域文化的特性，山
西胸鼓蕴含晋地文化的风味，鼓子秧歌承载
着齐鲁大地的审美。

《河》剧以舞蹈的道具、服饰和风貌来彰
显吴地文化的风俗、特色和美趣，如“锦鲤
舞”“羽衣舞”和“伞舞”。锦鲤，观赏鱼也，是
古代吴地士大夫井院中豢养的观赏鱼类，

“锦鲤舞”以男子群舞为语体，将其作为吴地
雅文化的具体表征，凸显出剧中闲情逸致的

“文化要素”。
“羽衣舞”是女子群舞，演员身着飘逸的

淡雅舞服，迈着“轻躯徐起”的琼步，在婀娜
多姿的“三道弯”动势中增加了肩部“颤”与

“抖”的细微变化，彰显浓厚的江南风味。更
值得探究的是，“羽衣舞”的服饰与古代吴舞
的《白纻舞》有着史学上的衍生关系。梁沈
约《宋书·乐志一》记载：“白纻舞，按舞辞有
中袍之言，本吴地所出，宜是吴舞也。”纻，麻
也，产自吴地，魏晋吴地崇尚白色，这种身着
白纻衣飘然而舞的习俗显然源自吴越时代。

伞，本是由悠闲雅致的女子手执而舞，
而剧中的“伞舞”却是由男子而舞，舞容粗犷
而洒脱，气质刚健朗畅，这种美学意涵上的
错位或许会令人产生疑惑和不解。笔者认

为杨威在创作中运用“伞”这一意象和男性
气质的融合，释放出自己对魏晋美学，甚至
是江南文化特性的认知。江南美学源自于
魏晋南北朝文化，而“魏晋风骨”又极大参与
了江南文化内核的建立，这从江南士大夫特
立独行、率真任诞的个性中可见一斑，并且
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前沿技术与舞蹈创意的完美融合

杨威舞蹈创制团队的创新是全方位的，
其音乐、舞美、新媒体设计无不展示着国内
艺术创作的全新理念。以《河》剧的开场与
结尾为例：开幕，从以前沿技术构造的白幕
上俯视，可以看到缓缓而过的船只，悠然流
淌的河流，熙攘的人群从中央舞台川流而
过，清扬的评弹声在空中飘荡。在结尾处，
运用前沿技术制成的“锦鲤”动图在天幕背
景中游过，姑苏园林的微缩吊景从天而落，
飘渺中传来一位沧桑老人的低沉吴语，似乎
在向河流喋喋不休地倾述衷肠，画面中河船
载着评弹艺人，一曲凄婉而空灵的乐曲缓缓
从河中驶去飘向远方。

正是这种屏幕、全息影像、前沿成像技
术与舞美创新技术的高度融合和运用，才使
我们看到了《河》剧以破解传统舞台视觉而
营造的方式，重构作品的主题、意象、语言与
舞台的全新理念，实现了主观意念与客观真
实的相互投射。

我们还看到了以微型吊景取代传统移
动实景的新做法，这一做法不仅极大地释放
了舞台空间的表现力，丰富了作品主题的语
言要素，也使物理舞台变为诗化舞台。舞剧
中心理空间与物理空间的交相辉映，兼具了
美感与创意的双重艺术效应，从而使舞剧

《河》之“爱”在舞蹈诗化、舞美呈现、舞蹈本
体的创新中得到升华，并最终圆满呈现到观
众面前。

（作者为苏州职业大学艺术学院原院
长、苏州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

让“爱”的诗性在古运河中流淌
——观舞剧《河》之随想

□ 许钰民

□ 李仲勋 陆洁晴

用大数据建起“大脑”

打开“网格治理”模块，进入二级子
模块“出租房管理”，系统界面上全镇出
租房总套数、房东注册数、租客登记数、
已备案客户数清晰呈现。这些数据生成
了全镇出租房信息图，每户出租房屋的
具体信息、出租状态、租客情况一目了
然。依靠详实的数据，“云上旅店”系统
实现了精准管理，以此为基础，“乡镇居
住出租房旅店式管理规范”省级地方标
准顺利立项，将在全省出租房管理领域
树立起标杆。

出租房的信息在平望集成指挥中心
的庞大数据库前，只是沧海一粟。“集成
指挥中心的本质是一个大数据智能管理
平台，犹如城镇的‘大脑’。”平望镇党委
书记戴丹说，平望镇很早就意识到，抓住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带
来的机遇，力促“人管”向“智管”蝶变，是
实现镇域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因此，平望以纳入经济发达镇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为契机，积极探索基层社
会治理新路径。

2017年 12月底，平望集成指挥中
心开始筹建，旨在打造一个信息系统高
度集成的管理指挥中枢，为政府统筹、指
挥、调度、监督、考核提供支撑，造就社会
治理的“最强大脑”。

锻造“最强大脑”，数据集成是关
键。平望镇坚持不懈打通“数据壁垒”和

“信息烟囱”，以红色领航、网格治理、行
政审批、综合执法、公共管理、生态文明、
民生服务以及通运康养八大模块为框
架，对城管、交通、水利、环保、安全生产、
民生等多项领域的信息进行整合。

数据如何集成？既靠人工搜集，也
借助设备来传输。走在平望镇街头，一
个小小的井盖都潜藏着惊喜：如同镇上
居民一样，每个井盖都有一张专属“身份
证”，一旦脱离自己的“岗位”，便立刻发

出警示，提醒中心快速做出应对，保障居
民出行安全。

这样的智能部件，在平望镇随处可
见。该镇在多领域进行智能化改造，
1200余路监控视频、2200个智慧路灯、
1000余个智能井盖、150余个智能市政
消防栓、32处河道智能闸站、64个智能
水位监测点、170个渣土智慧天眼、270
套喷织企业监测管控设备和250台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企业监测管控设备等，搭
建起一张社会治理数据传输网络。

依托各种数字技术支撑，社会治理
方面的数据源源不断汇聚而来。至今，
集成指挥中心已汇聚来自15个区级条
线和全镇各局办的75大类800余万条
数据，积蓄起强大的“脑力”。在此基础
上，紧盯社会治理关键，梳理涵盖高质量
发展、城镇管理、乡村振兴等方面的377
项重点指标，开发投用平望大数据分析
系统，构建社会治理“平望指数”。

“大脑”感知治理“脉搏”

骑着一辆电动车，网格内的“一亩三
分地”尽在网格员赵逸飞的掌控之中。
下午两点，平望镇莺湖村万心桥下，一处
没有任何围网遮尘处理的施工场地尘土
飞扬，卡车噪声刺耳。赵逸飞见状立刻
停车，通知施工负责人及时作围网处理、
避免在人群休息时间进行作业。随后，
他拿起手机拍摄现场，并上传至集成指
挥中心平台，“明天，我还要过来查看整
改是否到位。”

“大脑”高效运行，“网格”支撑很关
键。平望镇133.5平方公里被划分为70
个综合网格和20个专业网格。在集成
指挥中心大屏上，一桩桩上报案件串联
起网格员们一天的行程轨迹，工作人员
轻击虚拟地图上的点位，对应的案件照
片与处理进度即刻显示在大屏上。
2020年，共受理有效工单3.3万件，工单
处办率、群众满意率均在98%以上。

从发现问题、反馈问题到解决问题，
平望集成指挥中心准确高效调动全局，
完美承担“指挥官”角色，推动社会治理
良性循环。平望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
记石伟林介绍，“大脑”还可以实时感知

“治理脉搏”，犹如做体检一样，给出科学
的效能评价。

平望镇组织人事和社会保障局工作

人员李昊奇在集成指挥中心“红色领航”
服务平台上传了一个村社自治卫生环保
类活动，不到5分钟，已有4人报名参与。
平台上，像这样由平望各村、社区支部上
传发起的党建活动数不胜数，党员们自主
报名参与，以行动“赚取”积分。这些日常
行为最终沉淀为数据，生成支部组织力榜
单、党员排行榜、个人排行榜三张榜单，直
观呈现党建活动开展的成效。

晒一晒治理“成绩单”，这在部门之
间已成习惯。平望镇综合行政执法局目
前承接了涉及安监、城管、水利、国土、住
建等多个条线的572项行政处罚权。如
何保障执法公平公正？所有事务线上流
转、线下办理、全程留痕，交由集成指挥
中心来监督把关。

依托集成指挥中心，社会治理不仅
效率得到提升，触角也直达“神经末
梢”。上午9点49分，中心工作人员在
监控画面看到，227省道莺湖路113号
前，一辆摩托车正违章占道停车，被系统
锁定。但没过多久就驶离现场，屏幕上
绿色方框也随即消失。

这是集成指挥中心研发的“门前三
包”抓拍系统，基于AI算法，实现对违章
停车、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城市事件智
能预警。一旦出现长时间违章停车，系
统将马上反馈至后台，整改工单也将以
短信形式发送给商家。若商家没有及时
处理，工作人员将联系“路长”查看相关
情况。发生多次违停的商家，将接受信
用扣分处罚，并被纳入黑榜。通运西路
上的欢欢宠屋因为门前秩序良好被评为

“文明诚信经营户”，店主黎鹏说，保持店
面及门前区域整洁卫生，营造了良好店
铺形象，也增加了消费者的信任感。

不断释放幸福感获得感

走进66岁独居老人陆荣生居住的
莺湖村16组梅扇浜17号楼，只见一层
大门内侧墙壁上装着一只灰色小闸子。
一旦24小时没有感应到大门开合，这个

“智能门禁”就会自动报警，提醒集成指
挥中心立刻派人前来查看老人的情况。

“以前总觉得孤苦伶仃，现在终于可以安
心入睡了。”小小的灰色门禁就像一盏夜
灯，点亮了老人的生活。如今，智能门禁
已守护在全镇10个村的独居老人身边，
为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社会治理“大脑”的高效运行，带来
了精准的治理格局，让公共服务走进日
常生活，不断增进百姓、企业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也使得“取之于民”的数据更好
地“用之于民”。

“最强大脑”强在会主动思考。在
“新市民大数据”板块二级子模块“子女
入学”板块中，按照2015至2019年间当
地幼儿园、小学、初中入学人数，镇域图
上7个区域分别被标识为红色、黄色和
绿色。依据这一提示，平望镇在已超出
区域承载能力的标红的中鲈科技园，研
究决定新建一所幼儿园，并以就近入学
的方式精准分流小学和中学需求；在标
黄的平南工业区和梅堰社区，审批了2
个看护点，及时缓解了百姓最为紧迫的
子女入学压力。

依托集成指挥中心的研判，平望镇
推出了一项项针对性决策。3月底，平
望镇居民李伟在试运行的平望综合服务
旗舰店办理了“我要开饭店”一件事主题
套餐，从线上提交材料到事项办结，全程
仅用了2个工作日。“以前走完全部6个
流程需23个工作日，现在不仅可以线上
办理，而且申请材料精简五分之一，审批
效率提升了91%。”平望镇行政审批局综
合管理岗工作人员朱莉霞介绍，平望镇
系统梳理百姓办事事项，摸清流程规律，
创新推出17个“一件事”套餐服务，大大
减少审批环节和时间。

再比如，根据2018年至2020年企
业注册情况，集成指挥中心生成了业务
时空分布图，发现注册企业集中于中鲈、
梅堰社区、国望产业园等4个区域。针
对这一情况，平望镇在这些区域增设了
4个重点工作代办点，有效推动企业注
册不动产交易和项目落地加速跑，此举
也大大提升了平望镇的营商环境。

承接“苏州市吴江区网格式智慧管
理”“一窗式政务服务与网格式综合治
理”国省级标准化试点，编制“乡镇居住
出租房旅店式管理规范”“镇域城市管理
智能化管理规范”省市级地方标准，出租
房管理系统、渣土车智能识别及应用系
统、集成指挥中心八大模块等12个智慧
系统取得国家版权局著作权……在“最
强大脑”的遥控下，一道道科学指令通过
神经系统下达镇域所有角落，不断强健

“躯体”各项机能，赋予“治理心跳”前所
未有的力量。

本报讯（王俊杰）近日，姑苏区吴门桥街道组织社事局、
建设局、安监办、消防等部门，对辖区6家养老机构进行安全隐
患专项检查，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立即整改，把问题解决在
萌芽状态，并将检查到的问题录入“江苏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管
理系统”，做到动态管理、动态销账。

吴门桥街道居住区密集，人口总量大，随着老龄化社会的
加剧，人们对养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目前，辖区户籍人口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近4.3万人，占街道户籍总人口数的四分
之一，其中，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近7000人。“我们将提高社
会综合治理养老服务，创新办法，提升品质，让老年人真正老有
所养、老有所乐。”吴门桥街道党工委书记范剑军说。

当前，机构养老是常规选择。养老机构里有专业的护工、
医疗设备和结对的医疗资源，若有紧急情况，能够得到较好的
照顾。目前，吴门桥街道辖区内拥有6家实体养老机构，共计
床位1232张，入住率为78.6%。这些年，街道通过“数字赋能”，
大力培育“互联网+养老”，成立1家数字养老企业——居家乐
养老服务中心，加强与辖区居家乐等社会养老机构合作，深入
开展养老需求评估、居家上门服务、长期康复护理等综合性养
老服务工作，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

“我就爱去日间照料中心吃饭，每天来回走一走，不仅锻炼
了身体，还有好多年轻人和我说话，感觉自己也年轻了。”提及
街道设立的日间照料中心，家住友联一村的王承龙难掩开心。
随着社会综合治理养老的不断探索，居家养老成为部分老年人
的选择，吴门桥街道共建有7家日间照料中心，1家综合为老服
务中心，并设立18个助餐点，实现29个社区助餐点全覆盖。同
时，街道引入社会化运营模式，依托专业的机构和组织运行，由
专职人员为老人提供日间照料和送餐、助浴、康复、生活照料等
服务。

为解决居家老年人生活困难，吴门桥街道还深入推进老年
人家庭适老化改造，为辖区65户老年人家庭配置居家养老设
备。今年，街道将采取市场化运作与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政府补贴一点、企业让利一点、家庭承担一点”的资金分
担机制，继续开展适老化改造工作，提升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
和居家生活品质。

吴门桥街道今年将重点协调推进宝运路综合健康体项目
打造，以“老幼同堂、代际同乐”为方向，建成全市首家“养老+托
幼+卫生”一站式便民服务载体，通过线上线下养老服务协同发
展、优势互补，让老年人老有颐养。

姑苏区吴门桥街道
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陈悦勤） 4月21日，苏州高新区枫桥街道“运河
诗会”开幕，邀请到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播音指导张悦，
金话筒主持人、学习强国指定播音艺术家王维琳，以动情的朗诵
带领观众回味枫桥故事，激起现场阵阵掌声。

该活动是枫桥街道“讲好枫桥故事，打造江南文化名片”主题
系列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今年，枫桥街道依托大运河等文化资源，
推出运河诗会、“故事里的枫桥，声音里的运河”系列活动、“童声有
你——经典诵读”赛事等项目，让枫桥故事走进千家万户。

其中，“故事里的枫桥，声音里的运河”系列活动将以大运河
为主线，挖掘十个具有文化底蕴的枫桥传统故事、红色经典，邀
请朗诵艺术家及枫桥居民共同献声录制，依托学习强国、喜马拉
雅等平台，以“故事+声音”的形式，展现枫桥历史和江南文化魅
力。“童声有你——经典诵读”赛事将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竞赛，
以童声诵读的方式，讲述好故事、好作品，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高新区枫桥街道
举办“运河诗会”

本报讯（李 强）自开展“331”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昆山高
新区着重强化队伍建设、补强硬件设施、细化改造细则，全面推
进“四类火灾隐患”排查整治，辖区火灾隐患得到有效治理，火灾
风险持续降低。

在该区新乐村，辖区主要存在出租房（群租房）多、合规改造
难、人员居住集中、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大等火灾隐患。为此，该
村强化队伍建设，成立由村书记担任组长的村“331”专项行动
小组，并打造一支由8人组成的消防队伍。召开合规房改造村
民大会，以奖为主、以惩为辅，包括“消防四小件”、防盗窗等整改
速度明显加快，村民参与度大大提高。

同时，积极打造安全社区系统，主要包括微型消防站、网格
办公室和技防办公室，通过物联网技术的智慧社区平台，实现对
小区内充电桩设备、出租户等安全情况进行全方位监管，实现发
现隐患第一时间排查、第一时间解决。今年以来，该村1800平
方米的6栋违建平房全部拆除改造成户外充电设施，预计全年
新增户外充电位1000个，并向保险公司投保了公共责任险及公
共充电设施安全责任险，责任险针对每次安全事故、盗窃等都有
相应的赔偿条款。

昆山高新区
人防向技防管理模式提升

本报讯（周磊）近日，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的退休干部
们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致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退休
干警的一封信》，信中汇报了法院近阶段取得的成绩，并就教育
整顿工作开展向其发出了倡议要求。

干警职工在上班八小时之内、在岗在职之时可以由单位领
导、身边同事监督，那八小时之外呢？退休离职之后呢？吴江
法院找准症结“对症下药”，借着此次教育整顿工作的东风，分
别向全体干警及其家属、即将退休的在编干警、退休干部以及
近期离职的职工发出公开信，建立健全360度立体教育监督体
系，让教育整顿工作时间以及人员的覆盖面更广。

目前，教育整顿工作已经进入查纠整改环节，需要全体干
警职工及其家属共同发力，当然也需要离职退休干部职工的支
持配合。吴江法院向全体干警及其家属发出倡议，希望干警家
属做好“陪考人”“守灯人”“敲钟人”。为了拓展教育整顿的涵
盖范围，吴江法院鼓励即将退休的在编干警、退休干部以及近
期离职的职工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助力、践
行、监督教育整顿开展。

吴江法院
发出公开信深化教育整顿

4月上旬，走进吴江区平望

集成指挥中心（智慧管理中心），

一个巨大的显示屏上，社会治理

方面的数据不断更新、涌现，精准

感知一座经济发达镇“治理脉搏”

的同时，发出一个个科学有效的

指令。

这里，俨然成为平望镇社会

治理的“最强大脑”，展示着数智赋

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吴江平望镇以吴江平望镇以““数智化数智化””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

锻造社会治理锻造社会治理““最强大脑最强大脑””

平望镇供图平望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