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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双创”工作要求 打造最美幸福新埠 

——李湖带领百余名志愿者在新埠街道开展义务劳动 

 

1月10日上午，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湖带领市纪委、区、

街道党员志愿者和社区群众百余人到新埠街道新东社区开展义务

劳动。在新埠大道公交车调度室沿线，志愿者们认真清理杂草，

捡拾夹缝中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杂

草丛生的环境得到有效整治，下一步，街道将及时补植绿化苗木，

做到整治一片，绿化一片，巩固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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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结束后，李湖深入新东社区、三联社区检查“双创”工

作情况。在新东社区，李湖走街串巷，察看背街小巷改造、“双

创”知识宣传、社区绿化、线路规整和病媒防制等落实情况;在新

东社区恒集农贸市场，对标察看摊位设置、垃圾处置、活禽分类

宰杀、市场秩序等情况，并了解农贸市场改造推进情况；在三联

社区，察看了土尾安置区至亮脚渔港道路建设情况和码头整治情

况，与社区群众和环卫工人就“双创”工作满意度和环卫保洁等

工作进行深入交流。 

李湖提出要求，一是农贸市场完成升级改造前，现有市场要

按照创卫标准进行规范经营;二是新埠街道尽快将“双创”工作推

进会上议定事项进行梳理，掌握推进情况，分门别类标明存在问

题，逐项有针对性的进行督查推动，一项一项推进，一点一点完

善改变，逐步打造美丽新埠、幸福新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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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新阳书记在 1月 8日《人民日报》16版《用一份温暖柔

化执法的威严》一文上批示：“请市、区双创工作指挥部学习。” 

并指示将 1月 8日人民日报 16版《关了家馄饨铺 打翻了“五味

瓶”》一文转发。现将两篇文章刊发如下，供各区、各部门学习

参阅。） 

 

  关了家馄饨铺 打翻了“五味瓶” 

（人民眼·城市治理） 

 

老城隍庙，是上海的历史起点，从明永乐年间起，就供着这

座城的“守护神”。对煌煌大上海而言，紧邻老城隍庙的那条小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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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街上住着老少三代的那间宋家老屋，以及他们下了22年的那碗

馄饨，实在有如芥豆之微。然而，从里面扯出的线头，却有老上

海的柔韧千丝，也有新上海的曲折万缕。 

宋家下岗三姐妹，卖了22年的馄饨生意“勿卖啦”，凌晨，薄

雾，弯弯的梦花街。三阿姨宋惠玲锁门，摸黑回娘家。娘家也在

这条街上，19号。打出生起，宋惠玲的人生就在梦花街上一页页

翻篇儿：上学、工作、结婚、生子、下岗、开馄饨店……凌晨2

点半走这条街，也走了22年。门口碰上了匆匆走来的二阿姨宋惠

莲，两人蹩进父母家8.6平方米的一楼，默契地忙活：烧水、揩台

面、拌馅儿……大阿姨宋惠芳家最远，索性住在娘家逼仄的三层

阁楼，27岁的外甥龙龙也同住一室。这个袖珍的家，说是三层，

加在一起也只有24平方米。凌晨4点，惠芳也起床了。这是馄饨铺

最忙碌的辰光。大阿姨馄饨包得好，二阿姨人头记得牢，三阿姨

馅儿和得香，三姐妹十指翻飞，80岁的老父亲宋根兴则搭手煮馄

饨，老人的牙快掉没了，腰杆却依旧笔直。 

不到5点，老顾客就登门了。小街上溜边儿坐了一排，吸溜

吸溜吃得舒爽，吃完了还顺手捎上几包生馄饨带给家人。梦花街

馄饨，被网友评为“上海滩十碗最好吃的馄饨”之一。来吃的都是

熟客。有老先生老太太端着盆子清早来排队，跟三姐妹“嘎讪胡”

（聊天），说闺女怀孕了，就想这一口，“笃定是因为当年拿你家

馄饨当下奶汤，遗传了”。附近上班的吴老师也吃了20年，边吃边



 

 — 5 — 

开玩笑，“你们这是‘鸦片’馄饨，一天不吃都不行。”一位胖大叔

端着锅故意气人，“倷馄饨有啥啊，勿稀奇咯，不过是我看你们三

姐妹看了20年看惯了，勿看勿惬意！”说归说，他们都伸长头颈盯

着锅里：薄皮大馅的大馄饨、纤薄清透的小馄饨，在沸水中翻飞

舞蹈，被分别捞进一碗宽汤，薄韧的面皮裹紧肉馅的鲜美，衬着

嫩黄的蛋皮丝，碧绿生青的葱花，再添上一勺喷香的猪油，光是

看着就馋涎欲滴了。 

葱花和猪油的香味儿，在梦花街上氤氲开来。有驴友称，梦

花街有“最为地道市井的老上海生活”。这里不光流淌着上百年的

光阴，还完整地沉淀着上世纪80年代呢！街面上一水儿的两三层

老屋，错落依偎着绵延开去，灰扑扑的外墙，裸挂着纵横杂乱的

电线。小理发店、小洗染店、小水果摊挤作一团，灶台水池搭在

屋外，阿姨爷叔睡眼惺忪，穿着肥大的睡衣挪出来倒马桶。他们

抬头望望被竹竿切割得横七竖八的天空——狭窄的小巷，这头搭

根晾衣竿就落在了那一头，太阳一出，花花绿绿的“万国旗”迎风

招展，一不留神，裤脚管滴下的水就溅在路人脸上，招来一句笑

骂……宋家馄饨铺一直只做早市，每天9点收工打烊，“不能影响

街坊邻居。”邻居们原也不讨厌宋家开店，虽拥挤占道，有顾客吵

闹。“她们不容易，免不了的。相互体谅吧，人家也有方便我们的

地方，比如吃馄饨不排队哈！”有邻居说。 

22年前，三姐妹还如花似玉，却在同一年里相继下岗。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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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90年代，上海痛下决心，壮士断腕，实施产业结构大调整，很

多效益不佳的企业“关、停、并、转、改”，宋家三姐妹和上海百

万下岗工人一样，从“单位人”一夜之间变为“社会人”。没学历没

技术，如何把日子过下去呢？为了帮女儿们渡过难关，父母将客

堂间破墙开店卖馄饨，三姐妹告别了在灯具厂、仪表厂、塑料厂

当先进工作者的日子，开始和馅熬汤煮馄饨。从最早每天两三块

钱的流水，到如今红遍老城厢，宋惠玲说，“挣的是份辛苦钱，说

不上生意，就是份生计吧！” 

如今，一切都结束了，花难再开，梦无觅处。三姐妹的馄饨

铺已关张。每天早晨，宋家人都要袖着手，反复对探头探脑张望

要买馄饨的顾客重复一句话：“勿卖啦！阿拉关特了！”“装修得介

灵”，做了善事还是窘事？周玟静有时会想，自己给梦花街19号带

来的，究竟是好事是坏事？说起来，原是一份雀屏中选的幸运。

作为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制作的品牌节目《梦想改造家》

编导之一，2015年的整个夏季，周玟静都奋战在梦花街19号。她

赢得了宋家人信任，也亲历了来自台湾的大牌设计师让这间老屋

焕发新生的奇迹。 

这档节目每期聚焦一户从全国选出的深陷住房难题的家庭。

房屋委托人量力给出一定限度的预算资金，节目组邀请的设计师

团队根据委托人的特殊需求对有限空间重新装修，改造前后的对

比，常常是乌鸦变凤凰，令人目瞪口呆。这天晚上，大阿姨宋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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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在娘家看到这档电视节目，灵机一动，拨通报名热线，没想到

居然入选。“我们本来就计划做一个‘前店后家’的改造案例，刚好

宋家来报名，各方面条件都很合适。”《梦想改造家》制片人段红

回忆。 

梦花街19号原是一整间楼，50多年前分家时，房子被不规则

分割成前后两部分。后半部分由宋根兴继承。家里不能如厕，也

不能洗澡。“要不是父母帮我们，馄饨铺做不起来的。我们当然想

帮父母改善下，让他们享享福啊！”改造相当成功，近乎经典，魔

术般变出一个简洁明亮甚至宽敞时尚的新家，添了卫浴，再不用

倒马桶了。晚上睡人的床铺，白天变戏法般成了客人吃馄饨的餐

桌椅，三楼除了住人，还有空间包馄饨，专门做了“馄饨滑梯”直

传一楼，馄饨铺经营全部搬到室内。设计师的想法是，“尽量不占

道，少扰邻嘛！”三姐妹第一眼看到父母的新家，又哭又笑，“馄

饨都不舍得做了，哪能装修得介灵啦！” 

老屋的脱胎换骨，带来梦一般的好日子。宋家人把新家擦拭

得一尘不染，甚至舍不得在室内煎鱼炸饼。可是，装修后空调外

机摆放的位置未被邻居认可。无证无照的馄饨铺，在举报出现后，

停业已成定局。这档被誉为“上海良心”的节目，原本是给普通老

百姓改造房屋，帮助他们实现梦想，却遭遇了尴尬。段红有点懊

恼。“说实话，我蛮郁闷的。这家人找到节目组，是想改善生活环

境。但节目播出后，反而影响了人家生计。”段红自嘲，“我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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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律的，当初居然没有想到，这馄饨铺22年来从没拿到过一张

行政许可。” 

节目组积极帮宋家想办法，推荐其他区域的商业门面，建议

他们把“梦花街馄饨”开到大学附近去。但三姐妹很踌躇。本来图

的就是薄利多销，挣个手工费而已。换个地点开店？市口好的地

方租金也贵，承担不起啊！可就此休息不开店了？真可惜了好不

容易创下的口碑。虽说如今日子好些了，但馄饨铺还是三家人的

重要收入来源。大阿姨宋惠芳尤其不舍，自家28岁的儿子超超还

没工作，要是能继承馄饨铺，也能了却自己一块心病…… 

“就算没有这档节目，馄饨铺也得关门” “很无奈。”陆勤风

聊着聊着，憋出一句感叹。“说无奈，倒也不光是对这户人家。我

工作18年了，经常面对居民的不同诉求，有些甚至是相互尖锐冲

突的。像无证餐饮就是其中之一，成本低、门槛低，每天有现金

流，卖不掉还能自己吃，但‘黑暗料理’越来越多，一部分人认为

是便民是解决就业，另一部分人却认为是扰民是违法。严格执法，

就可能断人财路招人埋怨，这确实是一对矛盾。” 

陆勤风是上海市黄浦区老西门市场监督管理所的监管人员，

负责的区域包括梦花街。梦花街19号一直都没办营业执照和许可

证，涉嫌违法“居改非”。2015年秋，馄饨铺被禁止营业。“从刚装

修到即将恢复营业，一个月里来了6起投诉。作为管理部门，不能

行政不作为吧？”小陆问。“装修时影响居民的相邻权，邻居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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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起诉了。”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主体监督管理科科

长刘峥说。 

宋家三姐妹叫屈：“梦花街开店的总共有20多家，只有6家有

证。我们也想办啊，可是办不出来。”“开馄饨铺，房子必须是商

业用途，就是‘居改非’。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约束下，馄饨铺原

址上重新办证几乎没可能，环保、消防都不达标，批不出来。”

小陆也担心三姐妹的生计，他打听到附近庄家街菜场有一家租户

不想做了，赶紧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她们，希望帮她们找合法合规

的场所经营生冷馄饨。 

一位食药监局的工作人员闻听摇了摇头：“难办的，餐饮许可

证发放的管理办法里没有生馄饨项目。这里还牵涉食品预处理问

题，原料肉的粉碎加料不能在开放式环境下进行，包好了放在什

么地方也不好办，周围都是农产品，存在交叉污染隐患。这一块

目前无章可循。”出乎意料，宋家姐妹对城管人员并无抱怨，甚至

还有几分感激。“22年了，他们一直对我们挺客气。从前，会有穿

制服的上门，通知明天有大检查，‘你们关几天再说吧’。” 

当年，面对大批下岗职工，上海推进了十来年的“再就业工

程”。“早先，梦花街上改过一批‘居改非’。”老西门街道物业公司

员工张伟铭回忆，“考虑到当时的大环境，对弱势群体要柔性执法。

上世纪90年代前后，如果你是无业人员、下岗职工等，符合面积

控制和人口控制的要求，是允许申请‘居改非’破墙开店的。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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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烟杂店的较多，开饮食店，需要邻居盖章同意，也就办出证了。

现在这扇门早就关掉了。”“19号以前的经营量不大，几百只馄饨，

从食品安全控制来说，风险较低。后来每天要卖到1000多只了，

各种风险隐患都增加了。”小陆说。 

左手是群众利益，右手也是群众利益，执法天平只能向合法

的一方倾斜——小陆眼下面对的，就是基层治理经常遇到的难

题，这也是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调研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

层建设”的题眼所在。发生过静安居民区夺命大火、外滩跨年踩踏

事故，上海痛定思痛，城市治理的风险意识之强前所未有。作为

拥有超过2400万常住人口的特大型城市，管理者每天都如履薄冰，

要用法律和制度的长效机制，用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堵住每一

个风险漏洞。就在外滩踩踏事件之后，上海市主要领导沉痛自省：

“党和人民把这么重要的一座城市交给我们管理，我们应当竭尽全

力，用我们的心和所有的精力，去保护这座城市每一位市民的生

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去维护整座城市的安全。” 

着眼于“每一位市民”和“整座城市”，上海眼下正全力开展以

反“三违”为焦点的环境整治行动。梦花街，就是黄浦区34个乱点、

老西门街道9个乱点治理中的一个。按照3年行动计划，2014年到

2017年要完成区域整治巩固工作。先难后易，环境老大难的梦花

街，列入了2015年的整治工作。从2015年9月整治至今，梦花街的

环境整体状况，目前是历年最佳。“城市管理的跷跷板怎么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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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案例中，城市管理和民生看上去有冲突，实际并不矛盾。

因为整个城市管理是为老百姓提供安全的居住环境。”赵先进刚从

黄浦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局长调任豫园街道办事处主任，在

他看来，“对于人群密集的老城厢来讲，安全是底线、是红线，一

步都不能跨越！” 

“就算没有这档节目，19号的馄饨铺也得关门——万一失火，

消防车开不进来，一烧就是一条街，谁担得起？”梦花街，能否成

为下一个“田子坊”段红曾经拿这个案例去请教自己的老师、华东

政法大学教授傅鼎生，但并没有得到支持：“‘居改非’应该禁止！

我不和你讲个案，而要看个案由此及彼带来的连锁反应。这个可

以突破，其他能否突破？有没有标准？什么样的房屋可以‘居改

非’？这都要论证。” 

“法律赋予人们权利的时候，一定有边界，你的权利不能影响

别人的权利。”傅鼎生对学生毫不徇私，“我们有100个理由支持业

主‘居改非’，如降低经营门槛、提高就业率等，但也有100个理由

说你不能开！”傅鼎生说，居住小区的房屋，是按居住要求来设计

建造的，业主要开店，势必涉及土地使用权性质发生变化的规划

问题。“每个城市都有规划，哪些是生产哪些是生活，这事关社会

秩序和城市发展。” 

“这里也涉及邻里问题。你搞商业用途，一开门顾客纷至沓来，

安全保障、排放污染，都是原设计无法解决的。你可以开馄饨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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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可以开烧烤店，你可以一楼开店，人家可以在20楼设办公场

所，这就有电梯相应承受能力改变的问题，房屋安全保障的问题，

这些问题解决之前，法律不能允许‘居改非’！” 

但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则持异议：政府是服务城市的，

要着眼于解决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梦花街馄饨铺？因为它

有‘妈妈的味道’，老上海的味道！”他说，“居改非”是上海的商业

传统，旧时二楼住家一楼商铺很普遍，特别是老城厢的商居混合，

蕴含着上海城市繁荣的基因。他举出同为黄浦区的田子坊案例，

来证其可行。与将原生态的生活连根剜除的新天地改造案例不同，

田子坊保留了一部分石库门的居住特性。2009年，当时的卢湾区

政府出台《田子坊地区住房临时改变为综合用房受理流程》，承

认了居民最初自发的“居改非”合法性。现在，田子坊有吃有喝有

玩儿有艺术品售卖，成了游客云集的旅游景点。“弄堂里不加修饰

地呈现着日常生活杂乱、粗粝的面貌”，文化学者杨东平盛赞田子

坊，“露天酒吧、店铺的上方，二楼的窗口挂着短裤、咸肉，拖把

滴着水，与商业和艺术并存，构成了一幅原生态上海民居的后现

代图景。” 

老城厢的梦花街，会成为下一个“田子坊”吗？和于海不谋而

合，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认为，无证经营确实

应该取缔。但也应该意识到，情法之间的两难能否平衡，更能反

映相关部门的管理水平。他提醒，梦花街19号有其独特之处，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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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三人当年都下岗，馄饨铺维持了一家生计，“现在政府倡导大众

创业，这家人自力更生解决就业困难，应该鼓励。”他认为，相关

管理部门应该“向前跨一步”，别简单“一刀切”。 

一个冬日的清晨，宋家三姐妹又聚到娘家。22年的早起习惯，

难改。三阿姨惠玲拿块抹布，把楼梯擦了一遍又一遍。老父亲干

脆到梦花街上走走透气。大阿姨惠芳茫然地坐在本该是客人坐的

餐椅上。不时有老顾客直接推门进来问，馄饨怎么没有了？“现在

6块钱一碗的小馄饨不好找了，又是熟悉的老味道，吃不着太可惜

了。”一对从山东日照慕名而来的中年夫妻，软磨硬泡，“俺这么

大老远来的，拜托就给下一碗呗！”惠芳坚决地摇摇头，关上门…… 

 

 

 

用一份温暖柔化执法的威严（有所思 ） 

       

一碗下了22年的馄饨，一碗解决了3个困难家庭20余年生计

的馄饨，一碗有着“妈妈的味道”的馄饨，给城市管理、特别是

中心城区的基层社会治理出了一道难解的附加题。难就难在，无

证无照经营触碰了法律底线和城市安全红线。依法取缔，以保护

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显然无可厚非。 

人情和法理，正是基层社会治理经常面对的矛盾和冲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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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治理难题是否无解呢？不久前，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政府要创

新城市治理方式，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 

如何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如何推进“精细化管理”，这

是衡量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标尺。法治不可动摇，安全必须保障，

和谐亦要达成。这一切，要制度创新，也需要管理者具备同理心，

关注群众诉求，体察百姓疾苦。 

很多城市，都有相当一批如宋家三姐妹这样的低收入家庭。

他们看得见现代化的衣香鬓影，却可望而不可即；虽困顿于社会

底层，却又不在享受低保或政府救助的范围。如何让这样一批人

也能更好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如何让城市在经济腾飞的巨变中，

在安全的法治环境下，依然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

建筑风格等“基因”，留住“妈妈的味道”…… 

事实上，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上海，在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方面经验颇丰，很多经年难决的环境整治难点、

社会治安痛点，正在制度创新层面逐一化解。并且，上海也有一

批善于站在百姓角度考虑问题的管理者。英年早逝的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副院长邹碧华，就是此中高手。他说：“法律是僵硬的

冰冷的，我们是否能把法官的人文温暖，延伸到法律之外？”对

所有城市管理者来说，这都是一个极高的标准与自我要求，但也

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具体实践。只要用“人”这个核心，串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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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治理“创新”“精细化”“共建共享”等关键词，才能不避繁

琐，不惧矛盾，将社会治理的过程，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严格执法的“霹雳手段”，如何统一于柔性执法的“菩萨心

肠”？挑战极其艰巨，探索也尤为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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