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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州河万航渡路———江苏北

路至华东政法大学段， 有一条紧靠

苏州河， 长 2 千米， 宽 1 至 2 米不

等的狭长通道。

通道的一半是“上街沿”， 尽

管它与苏州河只是一墙之隔， 但由

于堤坝筑得高， 所以个子不高的人

站在它上面， 踮起脚来也难以看到

苏州河，此谓“望河不及”，实为一

憾。“上街沿”的旁边是上海的出租

车停靠点之一。 于是，“上街沿”上那

条狭长的緑化带便成了司机们的

“便溺胜地”———司机们到这里停好

车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急吼吼地

站在緑化带边上排放憋了很久的小

便。 这一切都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

毫无顾忌。 时间久了，绿化带散发出

来的不是草木香，而是阵阵尿骚气，

途径此处的人们莫不掩鼻而过。“上

街沿”的对面是一家大型农贸市场，

从其它地区赶来购物的人源源不

断， 每天“早高峰” 时， 人流、 车

流如潮， “上街沿” 塞满了各式非

机动车， 行人寸步难行。

通道的另一半则“隐身” 于几

个居民小区的背后， 与苏州河也是

一墙之隔。 这里， 地面凹凸不平，

卫生状况差， 常常是“落叶与灰尘

齐舞， 人尿与狗屎共一色”。

对此乱象， 老百姓只是摇头，

却又无可奈何。 大家觉得这里是

“背阴处”， 是“格里”， 不涉“面

子”， 引不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即便

重视了， 也未必能拿出像样的改造

方案来。 所以， 多年来， 摇头归摇

头， 也不大有人向上面反映， 状况

少有改变。

这件事看起来的确很难： 除了

管理要改进， 硬件也要跟上。 说起

硬件， 那就是资金、 设计方案、 审

批流程， 还有“开发价值” ———就

那窄窄的一长条， 值当么？ 这些都

是让人头皮发麻的烦心事。 没有真

心实意为民服务的理念能做吗？

然而。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 去

年 11 月中旬， 市里的“苏州河滨

绿道工程” 在这里展开。 动工伊始，

就把那条散发着阵阵尿骚臭的绿化

带给拆了。 老百姓看不懂了： 这是

在干嘛， 在毁绿吗？ 问民工， 只顾

埋首干活的他们一问三不知……

渐渐地， 工程的轮廓越来越清

晰了， 百姓们恍然大悟： 原来这是

在建设一条锻炼身体的跑道。 最后，

大家都知道它的全名是： “苏州河

景观慢步道”。

很快， 这项复杂的通道改建工程竣

工， 一条小路完成了她的美丽蝶变。 无

论“上街沿” 还是小区背后那条脏兮兮

的小道， 现在都是旧貌换新颜： 堤坝装

饰一新， 上部是尺把厚的乳白色大理

石， 堤坝墙是簇新的青砖， 砖缝中描以

白线， “一清二白”， 特别养眼； 堤坝

下面是跑道， 上面铺设着红色的纤维地

毯。 跑道垫高了， 若依堤而立， 美丽的

河景一览无余； 通道的一边是堤坝， 一

边是造型别致的不锈钢栏杆及式样各异

的座椅， 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 座椅下

竟然还有免费的充电插座； 跑道下面便

是植有各色花卉的绿化带， 并专门辟出

了“非机动车停放点”。 从地面到跑道，

有斜坡， 有石阶……整条“景观慢步

道” 靓丽而富有层次感。 面对这样的

“靓妹”， 不知那些随地撒尿成习的出租

车司机们还下得了手么？

现在， 在“景观慢步道” 上散步的

居民络绎不绝。 大家对这项“突如其

来” 的民心工程赞不绝口。 在小区背后

的景观道上， 一位老者感慨万分： “没

想到这么一块‘边角料’ （即原来的陈

旧小道） 会整得如此漂亮！”

地方还是老地方， 路还是这么长，

这么宽， 没拓展一分一厘， 但面貌大

变， 民心大悦。

■并非闲话

一条小路的美丽蝶变
□赵进一

■灯下漫笔

最大限度保障公众获取信息的权利
□沈 栖

我国政府自 2008 年确立信

息公开制度以来， 首次对条例进

行了修订。 国务院颁布的修订后

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于今年 5

月 15日起施行。

记得 2015 年， 中国海洋大

学硕士研究生吴金鑫等曾向中国

政府网发出联名信， 建议修改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因为“一些弹

性条款往往导致政府部门难以把

握公开与保密的范畴， 也常成为

政府部门规避信息公开的避风

港”。 有关部门旋即作出回应，

称：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修订工

作已在进行之中。 四年后， 这项

修订工作终于完成， 其宗旨就是

“最大限度保障公众获取信息的

权利”。

新条例围绕这一宗旨， 作出

了诸多的明确规定， 这里， 不妨

择大端者略予解读———

新条例的一大亮点是将“以

公开为常态、 不公开为例外” 的

原则写入了总则。 曾在 2008 年

起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时， 学界

就提出， 条例应写明“以公开为

常态、 不公开为例外”， 但当时

未被采纳。 现如今， 新条例总

则写入了这个原则， 意味着凡

是不公开的信息都要列举出来，

凡是没有列举出来的信息都将

公开。

随之而来的便是明确了信息

公开的例外事项， 即确立“负面

清单”。 2008 年制定的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并没有成体系的“负面

清单”， 由于出现在总则里的兜

底条款“三安全一稳定” （即信

息公开不得危及国家安全、 公共

安全、 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在

实践中过度使用， 导致信息公开

制度的公信力受到影响。 现如

今， 新条例确立“负面清单”

后， 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更加具

体， 范围包括： 依法确定为国家

秘密的政府信息， 法律、 行政法

规禁止公开的政府信息， 公开后

可能危及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

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政府信

息， 涉及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等

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

害的政府信息。 新条例还要求：

行政机关对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

要进行定期评估审查， 对因情势

变化可以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当公

开。

新条例取消了“三需要”。

2008年起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规定： 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

政府信息外， 公民、 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生产、 生

活、 科研等特殊需要 （简称“三

需要”）， 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

关政府信息。 其初衷是为了防止

申请过泛、 过宽， 以求得行政成

本与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平衡， 结

果， 鉴于规定的宽泛和操作的任

意， 使得某些行政机关将“三需

要” 作为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的“门槛”， 这无疑有悖于申请

权的基本功能， 更重要的是， 它

实际上对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申请行为产生了抑制。

值得一提的是， 新条例在取

消资格限制后， 也试图通过另一

种方式防范滥用申请权， 如： 对

于同一申请人反复、 大量提出政

府信息公开申请等明显超过合理

范围的问题， 新条例规定了不予

重复处理、 要求说明理由、 延迟

答复并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

（“明显超过合理范围”， 似应有

一个明确的界定， 收取信息处理

费似应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虽说实施 11 年的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首次进行了修订， （以

后可能还将根据形势的变化作部

分修订） 在保障公众获取信息的

权利方面有了实质性的进步， 但

诚如法学界有识人士所言： “条

例位阶低， 影响到信息公开的意

识。 倘若信息公开也上升为法

律， 政府、 公民的公开意识就会

大大增强。” 事实上， 提升信息

公开立法层级并非新话题。 近些

年来， 几乎每年全国两会期间，

都有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提及这

一议题。 如今年全国人大代表刘

小兵就联合多位代表提交议案，

建议尽快出台信息公开法， 以法

律形式确认公民知情权， 增强政

府对于信息公开的责任感。 ———

国人殷殷期待着信息公开法的问

世， 任重但道不可太远呵！

■八面来风

记忆
□刘向东

在纪念上海解放 70 周年的日子里，

宝山区上海战役纪念馆里的烈士遗物和一

帧帖凝聚着战争记忆的档案， 不仅让人直

观地感受到了宝山这块热土的沧桑和辉

煌， 更重要的是档案的记忆令人激情昂

扬。

记忆是缅怀和回顾， 也是精神的凝聚

和灵魂的升华。 这种升华代表了革命者的

信仰和担当， 也代表了民族的品格和梦

想。 纵观宝山历史， 从远古的沧海桑田，

到近代的吴淞开埠， 每临外强侮辱、 国难

当头， 必有无数英雄豪杰挺身而出， 前赴

后继、 舍生取义； 从必争的军事要塞， 到

美丽的滨江新城， 无论是民族危难、 国运

多舛， 还是创业建设， 必有无数仁人志士

众志成城， 壮怀激烈、 保家卫国， 也必有

无数优秀儿女励精图治， 开拓进取、 竞显

风流。 那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记忆， 那一串

串与日月同辉的不朽名字增添了宝山的光

彩， 也铸就了宝山的精魂和一座座傲然屹

立的历史丰碑———那就是陈化成高举宝

剑， 抗御外侮血染江堤炮台的悲壮呐喊；

是周恩来振臂一挥， 吴淞工人武装反对帝

国主义， 配合北伐的漫卷红旗； 是姚子青

率领勇士抗击日寇， 死守宝山气壮山河的

民族气节； 是胡文杰冒着枪弹， 抢占宝山

迎接上海解放的嘹亮号声； 是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

的赤胆忠诚； 是淞沪铁路引领民族工业的

长啸轰鸣； 是复旦之光教育兴国的孜孜追

求； 是改革浪潮振兴宝山的江海航标……

长江浩荡， 正气永存。 宝山的历史和辉煌

就是一代代不屈不挠的优秀儿女镌刻的壮

丽记忆！

同样， 无论是地下党组织创办的 《晓

星》 《求知》 等宣传刊物， 以及 《中共临

时党员证》 和入城官兵必知的 《入城十项

守则》 等历史记忆， 还是和平建设与改革

开放的光辉记载， 都无不彰显着共产党人

的崇高理想和为人民服务的博大胸襟， 也

都无不张扬着后人传承前辈遗志， 勇于进

取的历史责任。 然而， 任重而道远， 机遇

与挑战并存。 要实现中国梦， 依然需要记

忆的引领和支撑。 因为记忆是历史兴衰的

反映， 给我们的是担当责任的提升； 记忆

是历史文脉的再现， 给我们的是文化精髓

的传承； 记忆是历史精神的写照， 给我们

的是自我完善的动力； 记忆是历史未来的

畅想， 给我们的是实现梦想的信念！

■清风歌

隐蔽战线英雄赞
□姚华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

奋斗！ 这是今天九百六十万平

公里土地上亿万民众的心声。

1926 年 3 月 ， 毛泽东依

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各
阶级的现状， 发表了 《中国社

会各阶级的分析》， 1927 年 3

月发表了 《湖南农民运动考查
报告 》， 阐述了谁是我们的敌

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之界限和
路线是非的标准， 为开展隐蔽

战线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

1927 年蒋介石叛变革命 ， 周
恩来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 亲

自创立了隐蔽战线最早的战斗
组织中央特科， 为保卫党中央

的安全建立了特殊功勋。 1939

年在纪念巴黎公社成立 68 周
年大会上， 毛泽东提出： “我

们要消灭敌人 ， 有两种战争 ，

一种是公开的战争， 一种是隐

蔽的战争。 隐蔽战争有战略的

进攻， 打入敌人的内心， 也有
战略的防御， 保卫自己， 要打

败敌人， 须内外夹攻， 所以两
者都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每个

保卫工作人员应认识这一工作

的重要性与光荣性。”

聚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 是
用特殊材料制成的， 他们对党

绝对忠诚， 精干内行， 勇于为

人民牺牲一切。 “特科篇” 中
的周恩来、 陈云、 潘汉年， 陈

赓， 这些共和国的领袖和党的
高级领导干部竟是中央特科的

倡导者和创始人； 李克农、 钱

壮飞、 胡底如果不是这 “龙潭
三杰” 向党中央及时发出顾顺

章叛变的警报， 中共的历史可
能改写 ； 还有熊向晖 、 谢和

赓 、 阎宝航 、 陈养山 、 吴克

坚、 李强、 张沈川、 杨度、 董
健吾 、 郑文道 、 孟非 、 黄慕

兰 、 刘人寿等 ， 他们是听风
者， 在敌人的刀尖上活动， 用

生命书写历史， 用热血书写忠

诚。 “潜伏篇” 中英雄们， 他

们是伪装者， 战斗在敌特心脏，

秘密潜入敌方营垒， 为革命搜

集情报， 帮助我方打击、 策反
敌方人员。 这里有打入总统府

的 “段氏兄弟”； 有隐藏在蒋介
石、 宋美龄身边的红色女谍沈

安娜 ； 有潜伏敌营 15 年的李

时雨等， 也有 “佩剑将军” 张
克侠 、 “卧底将军 ” 韩练成 。

“黎明篇”： 在晨曦初露时行动。

因为上海地下党精心策划， 敌

江湾军火库连环爆炸、 伞兵三

团在团长刘农畯带领下登陆起

义成功。 “潜伏 20 年，就义在黎
明”，英雄周镐在黎明前死去，他

们用自己的真诚守护着永不消
逝的电波。 “侦破篇”，新一代的

隐蔽战线卫士，用谋略和智慧破

案，使敌特无处藏身。 使台湾军
情局的 “萤火虫行动” 破灭；使

英、德、日两面间谍现原形，使美
国中央情报局特工败走上海滩。

“怀念篇”：我们怎能忘记，红队

的英雄被敌人枪杀在南京雨花
台；多才多艺的胡底被后来叛变

到军统的张国焘秘密杀害；牺牲
时年仅 28 岁的女英雄萧明华

墓碑上只有三个字：“归来兮！ ”

“‘影子’你在哪里？！ ”至今，俄罗

斯情报机关、中国情报部门也一
直在寻找武田毅雄的最后行踪，

却始终没有可靠的消息……

建国初， 李克农亲自主持

拍摄反映隐蔽战线英雄事迹的

故事片 《永不消逝的电波》， 主
人公那种一心为革命， 不怕苦

不怕死的精神影响了几代人 。

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 ， 又是李

克农带病和陈养山等战友到上

海收集撰写中央特科历史史料，

鼓励后来人学习英雄的业绩。

毛泽东曾说： 今后革命胜
利了应该给隐蔽战线的无名英

雄发一个大大的奖章。 然而有

多少英雄在黎明前就已离开我
们。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 你

的功勋永垂不朽。 你们， 在烈
火中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