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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司春杰
实习生 孟淑婷

“我年纪大了，能不能有人上门修指

甲？”；“我行动不便，想要一辆定制的轮

椅”；“我们是环卫工人，扫马路的时候，最

好有个歇脚的地方”……

这是“小市民”最为普通的心愿，诉求

很小，却很普遍，若要一一满足，人手哪里

来？怎么持续？都是问题。

在沪东新村街道，问题变得易解起

来。2014年 7月启动的“沪东微心愿”，让

市民的436个心愿一一实现。

从一开始的活动发展成平台，“沪东

微心愿”已开展第四季。如今，“互联网+”

的植入，让沪东居民能线上线下同步许

愿，实现也变得更为方便。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主任刘靖

北教授如此评价：把“互联网+”运用于社

会基层治理中，可谓创新。

爱心认领
让邻里不再陌生

“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
而是近在咫尺却不相识。”城市邻
里关系，恰恰如此。而“微心愿”，
以爱心作为媒介，搭起了邻里相识
相知的桥梁。

午后，84 岁的虞树芳坐在沙发上泡

脚。水温刚好，散发着淡淡的中药味。坐

在老人对面的年轻小伙，等老人泡完脚，

细心地帮着擦干，小心翼翼地修剪脚趾

甲，然后又为老人涂上护肤霜，轻轻按摩。

年轻人叫钱扬慧，来自安徽，在沪东

新村街道做了十多年的社工。一个多月

前，钱扬慧还不认识虞树芳。

两人的相识，源于“沪东微心愿”。

春节前，钱扬慧在一直关注的“沪东

微心愿”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一位耄耋老

人，做了一辈子的社区志愿者，但随着年

纪增长，剪脚趾甲成了难题，希望有师傅

能上门来帮忙剪脚趾甲。”

“看到这条微心愿时，我想起了在安

徽老家的父母。他们年纪大了，我却不能

在身边尽孝。我希望，把这份孝心寄托在

需要关怀的老人身上。”因此，钱扬慧立即

认领了这个“微心愿”。

第一次上门，钱扬慧发现老人患了灰

指甲。第二次上门前，他特意买了一把专

用指甲刀，还上网查找了一些治疗灰指甲

的方法。

之后，钱扬慧时不时会帮老人剪脚趾

甲，有时还带些水果、点心去看望老人。

“其实，老人更需要关怀和陪伴。为老人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也挺开心的。”

通过“沪东微心愿”实现心愿的，还有

66岁的王妙妙。

王阿姨家中有一台“40多岁高龄”的

蝴蝶牌缝纫机。机架已经锈迹斑斑，机身

上的木板用透明胶布粘了一层又一层，但

机头却擦得锃亮。

“这是我结婚时的嫁妆，当时还是好

朋友转让给我的一张缝纫机票，花了 128
元买的……”王阿姨说。

这些年来，这台“古董”级的缝纫机曾

经历过几次大修，机架换过了，机身重新

拼装过。春节前，缝纫机彻底“罢工”。

王阿姨说，她找了好几个老师傅修

理，答复都是“零部件都找不齐了，没法儿

修。”今年 2月，王阿姨在“沪东微心愿”平

台求助。

没过几天，退休工人刘旺书上门了。

刘师傅检修一番，确定缝纫机头已经无法

修好，但刚好家里有一个同样型号的缝纫

机头，换上去，好使了。

缝纫机重新“上岗”后，王阿姨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缝制一个灰色的布袋子，上面

绣了一颗红色的爱心。这是她为刘师傅

特意做的。“我听说，刘师傅是老年骑游队

的，给他缝个布袋子，可以放毛巾、水壶。

这颗爱心，代表了我对他的谢意。”

一个个“微心愿”，不仅让许多居民实

现了愿望，更让邻里之间变得温暖起来。

自从刘师傅修好了王阿姨的缝纫机，

原本就住得不远的两家人，开始经常走

动。“缝纫机要加机油了、皮带松了，我都

会找刘师傅帮忙；我会做缝纫活，就给他

和老伴缝个套袖什么的。”王阿姨说。

而钱扬慧，也成了虞树芳家中的常

客。“老人对我就像自己家人一样，让我在

这个城市生活感受到了亲情。”钱扬慧说。

爱心接力
让城市不再冷漠

一杯热水，一个微笑，让那些
外来者感受到城市的温暖。而这
股暖意，正是爱心接力的结果。

“微心愿”项目，让邻里走得更近更

亲，更让爱心在城市里扩散。

凌晨 5点，是环卫工人谢秋莹开始工

作的时间。她负责打扫的，是兰城路一段

五六百米长的马路。

路上，有一间名叫“絮语”的咖啡馆。

以前，谢秋莹偶尔会坐在咖啡馆外的台阶

上休息一会儿，但从来没有走进去过。“身

上衣服比较脏，不好意思进去，怕打扰老

板做生意。”

一个月前，咖啡馆老板方睿彦在玻璃

窗上挂了块牌子，上写“环卫工人爱心接

力站”。他对谢秋莹说：“阿姨，以后你渴

了就进来喝杯热水，累了就进来休息一会

儿，随时都可以来。”

3月 16日中午时分，环卫工人丁金生

骑着垃圾车，经过文峰千家惠商场。他看

到，商场外的保安亭上挂着“环卫工人爱

心接力站”的牌子，于是将车子停好走了

进去。他接了满满一壶热水，把带来的饭

盒放进微波炉里加热，然后坐在沙发上喝

水、吃饭。

今年，沪东新村街道在第四季“微心

愿”活动中，号召社区商家创设“爱心接力

站”，为环卫工人提供一个遮风挡雨、加水

热饭的场所。絮语咖啡馆、开心人大药房

和文峰千家惠商场，认领了这个心愿。

为什么认领这个心愿？方睿彦说：

“环卫工人不容易，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是应该的。”文峰千家惠商场满意

工程部经理王益健说：“如果商场周边环

境脏乱差，顾客可能就不来了。正因为环

卫工人的付出，让我们受益，而我们有条

件为他们做些小事，也算是一种回报吧。”

没想到，沪东新村街道的倡议与浦东

公交公司不谋而合。今年 1月份开始，浦

东公交将 247个公交站点都设置成为“爱

心接力站”，除了对公交司机开放外，还对

环卫工人免费开放。

“上海有这么多热心人，让我们感受

到温暖。”丁金生说。

爱心无界
让梦想不再遥远

正是有了互联网+平台，让微
心愿跨越了地域的界限，将爱的接
力传递得更远。

今年 2月 1日，“速度与激情”在沪东

“微心愿”第四季启动仪式上上演。

在沪东新村街道办事处三楼大会场，

人们拿起手机使劲地来回摇晃，像“抢微

信红包”一样认领心愿。

沪东新村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邓亮介

绍，沪东是个老社区，老年人多、弱势群体

多、特殊对象多、社会矛盾多，而居民各种

各样迫切的需求却很难解决。为此，街道

于 2014年 7月探索开展“微心愿”活动，搭

建起互帮互助的公益平台。2015年6月的

第三季活动开始新增了“微心愿”微信公

众号。心愿的发布，通过微信、社区报等

多种渠道；而认领者则可以通过用手机摇

一摇、微信公众号，或者打电话、上门等方

式认领。

“微心愿”搬上互联网后，爱心跨越地

域的界限，将爱的接力传递得更远。

西藏日朗乡的村民就是“沪东微心

愿”的受益者。

一年前，西藏拉孜县日朗乡党委书记

伊比热很到沪东新村街道挂职。挂职期

间，他无意中提到，家乡有一座石桥，年久

失修无法使用，村民们要去县城只能光着

脚蹚过河去。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沪东新村街道

的干部们，把伊比热很的话记在了心里。

“我曾经援藏三年，了解当地的情

况。尽管修桥费用不高，但对于当地村民

来说，要筹集这笔经费确实不容易。”沪东

新村街道副主任龚晋昆说。

今年 2月，第四季“沪东微心愿”再次

启动。沪东新村街道干部们经过讨论，决

定把伊比热很的心愿也列入其中。这个

心愿，不仅受到许多热心人士的关注，还

得到了浦东在西藏江孜县的援藏干部的

支持。新的石桥没多久便建成了。

不久前，伊比热很发给沪东街道党建

办副主任年四宝一段小视频。视频中，他

站在一座石桥前，对着镜头说道：“沪东微

心愿架起了一座幸福桥，我为微心愿点

赞。”

“正是有了互联网+平台，让我们的微

心愿跨越了地域的界限，将爱的接力传递

得更远。”邓亮表示，今后“微心愿”公益平

台将在“互联网+”背景下，继续探索服务

民生的有效载体，推动基层民主自治模式

的创新，使之成为沪东社区治理自治共治

新平台。

事实上，“沪东微心愿”项目，早已跨

越社区的界限。认领“微心愿”的人群中，

不少人并非生活或工作在沪东，只是因为

这个项目，才有了爱的“接力”。比如，中

国银行新静安区支行行长认领了一位卧

病在床的84岁老人的心愿，给他购买了一

辆小型的轮椅车；杨浦区梦创科技公司在

年会上号召员工爱心认领微心愿，一下子

认领了 6个心愿……关注“微心愿”的人，

甚至还包括重庆、云南等外省市的人。

“微心愿”的内容也在发生变化，由当

初的即时满足、可操作、价值不超过 1000
元的实物需求，拓展到了精神层面的心

愿，使“微心愿”的内涵有了大大提升。比

如，街道妇联联手各小区妇代会，倡导沪

东每个家庭成员，每天开卷1小时，养成良

好阅读习惯，共建“书香沪东”；街道团工

委希望沪东每个团员青年带头践行光盘

行动，并利用微博微信转发自己每次用餐

后的光盘图片，接力传递“爱惜粮食、反对

浪费”的优良传统……如今，这些类似号

召一样的公众心愿，已让社区内不少家

庭、不少青年积极响应、参与其中。

准确的定位和设计，让“微心愿”得到

专业人士的认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院顾丽梅教授评价说：“沪东

微心愿体现了社区文化建设，沪东微心愿

平台对打造社区互帮互助的文化、对社区

价值观的引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摇一摇 心愿实现了
——“互联网+”社区党建的沪东样本

市民的一桩桩诉求，放到网上待人认领、实现。“沪东微心愿”项目，从
2014年7月启动以来，已让436个心愿一一实现

做公益，搞党建，讲上一堆大道理，

能有谁人听、几人做？而沪东“微心

愿”，不搞口号式宣传，不做动员式组

织，却吸引了众人的参与。

小小“微心愿”里，到底蕴含着什

么“大道理”？

先拿做公益来说吧。现在，做公

益的方式和途径有很多，但质疑声也

不断。就像一位热心公益的人士所说

的那样：“我不清楚，自己捐的钱和物，

到底有没有送到困难的人手中。”

原因何在？过程不透明、受益对

象不明确。

笔者了解到，“微心愿”具备 5 个

“特性”：微小性、即时性、互动性、多样

性、网络性。许愿内容如果是物质的，

不超过千元，让认领者感到没什么负

担；许愿内容如果是精神的，只要响

应、倾听、劝慰就能做到。既然“力所

能及”、“举手之劳”，心系慈善的大众，

怎会不助人为乐呢？

“微心愿”搬上互联网，不仅跟上

了时代的“潮流”，也激发了年轻人的

“公益心”。今年2月1日，“速度与激

情”就在沪东“微心愿”启动仪式上上

演。活动现场，人们拿起手机使劲地

来回摇晃，像“抢微信红包”一样认领

心愿。

值得关注的是，“微心愿”不只是

做公益，更是一种社区自治管理模式

的探索。通过“微心愿”，城市正变得

更加温暖。

记者手记

“微心愿”蕴含“大道理”

“爱心接力站”让
环卫工人有了歇脚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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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扬慧为虞树
芳 老 人 修 剪 脚 趾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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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旺书帮王阿姨
修好了缝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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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领者将代表“微心愿”的红心放入爱心沙漏。 □沪东新村街道/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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