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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的爱其实不用藏在心
底，表达出来是一种好方法。
在这个网络发达的年代，人与
人之间的交流却越来越少，而
把爱说出来，其实并不难。

我和爸爸之间的交流一直
不多，直至那一次以后。

那是个安静的夜晚，天上
黑洞洞的，没有一丝风，但一股
阴寒的气息却弥漫在空气里。
没有星星在向我眨着眼睛，连
天空中仅有的几朵云见了我也
仿佛一溜烟地跑了。我坐在书
桌前，在昏暗的小灯下，奋笔疾
书地写着作业。手上的动作因
为内心的焦急与不安而加快
了。

今 晚 ，是 开 家 长 会 的 日
子。以往的家长会，我都是淡
然面对。唯有这次......

这次家长会，是爸爸去的。
在家长会前，老师曾让我

们写一封给家长的信。我在信
中反思了自己，也指出了我认
为爸爸不对的地方。我觉得他
从来就是个不顾我感受的人，
所以导致我们之间更加没有交
流。

紧 张 的 我 ，将 笔 握 得 越
来越紧。“咔”，门轻轻地响了。我
轻轻地放下手中的笔。望向门外
黑漆漆的身影。他的背因为喜欢
健身，还是那么挺拔，好像还是那
么目空一切。但是他，好像有一丝
疲惫和落魄。

摇了摇头，自己应该是看

错了。他从来没有过那副模
样。回过头来想继续写作业，
却在转头的一霎，不小心瞥见
了桌角的一张照片：那天下暴
雨，妈妈拍到的一幕。水几乎
能没到我的腰。爸爸一把抱起
我，把我举着，没让我碰到一点
水，而他自己在冰冷的水里趟
着。爸爸的鞋里可能进了东
西，踩着凹凸不平脚底，把我抱
回了家。我还依稀能回想起那
时的画面，他的怀抱是多么温
暖。我静静地被抱着，仿佛世
界上的所有危险都与我无关，
很安详、很平静。

我缓缓睁开刚刚闭上的眼
睛，眼角有些湿润。

缓过神来，听见爸爸走到
了门外，刚要推开门，停顿了一
下，便又转身走了去。透过丝
线般细的门缝里，我仿佛看到
了一个变得苍老的身影。

“爸爸，我爱你啊！”我感觉
自己很轻声地在自言自语。

门外，爸爸的脚步声了顿
了顿，脚步由沉重变轻快地走
开了。

我心里一根弦紧绷了起
来，随后便舒展开来。

我知道，他明白。
中国人好像并不善于表达

爱，但家人与家人之间的感
情不会淡。有时看似关系疏
远，但一句爱的“告白”就能把
我们的心又牢牢地绑在一起。
把爱说出来，其实也不难。

南风过境，历代交替。似是梦境，
又胜于梦境。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
人。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我走出竹
林，须臾间，一座颇具江南味道的水榭
映入眼帘。

不知不觉中，四下里已满满当
当。我就近入座，耳畔不禁传来几句
闲语，“贤兄，你可知今天演得是哪一
出？”“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自是汤显
祖的新作《牡丹亭》呀。”

恍惚间大幕已拉开。“原来姹紫嫣
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
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台
上的花旦尽心地唱着，我听得如痴如
醉。这是《游园惊梦》中的片段。他们
演绎着，演绎着杜丽娘与柳梦梅的旷
世爱恋。我仿佛看见，在海棠盛开的
园内，两人诉说着“情不知所起，一往
而深”。

曲笛、三弦声渐落。一曲终了，我
仍意犹未尽。昆曲的缠绵秾丽逶迤而
来，在我的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

真是应了吕天成那句“惊心动魄，

且巧妙迭出，无境不新，真堪千古矣”。
似梦非梦，枕上早已泪湿两行。

朦胧中，繁花满枝，惊鸿一瞥，佳人笑
靥如花。

梦醉梦醒梦成空，我起身，不禁感
慨：只是一场梦罢了。现如今，在亭台
水榭听一曲《牡丹亭》来得太不真实，
不如仅仅令它栖息于梦境中，远离尘
世的纷扰。

但昆曲真的能像天上云、水上萍一
样永远不食人间烟火地圣洁下去吗？答
案你我都心知肚明：单靠还在坚守那一
隅净土、并用爱发电的老艺术家们传承
是远远不够的。

现如今的社会就是——肯吃苦耐
劳学习的年轻一辈太少，漠视昆曲文化
独善其身的人又太多。每个人都觉得昆
曲这种拥有悠久历史的剧种太过难懂，
哪有流行音乐、电视电影来得一目了
然？大家都自觉自发地过滤掉了昆曲文
化，好一点的只知皮毛，但你要他真的
说，又说不出来什么。其实大部分人连
昆曲是什么都不知道，自然而然地想着

多我一个，少我一个知道又有什么关系？
但昆曲文化确确实实是要有人来

传承的，这是我们中华文化史上一颗
璀璨而耀眼的明珠，我们每一个华夏
儿女都有责任来保护它，并将它发扬
光大，没有谁可以把自己撇得一干二
净。但事实是现在昆曲的“续航”都大
有问题。

科技的前进、“十三五”的规划，每
一样新时代的发展都催促着我们变得
更好、促进着我们国家变得更富强。但
我们不要忘了，追根溯源，有了中华文
化才有了我们，飞速的物质生活并不能
取代精神文化在我们脑海里的举足轻
重。文化是根！我们要做的是利用信
息科技带给我们的便捷去传播、传承我
们的文化，让文化底蕴滋养每个人的
心。这样，我们才能不捡了芝麻，丢了
西瓜；我们才能在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
稳、更远！

愿我们千禧一代能尽到自己应尽
的责任，愿昆曲、愿中华文化得以永久
流传！

在我真正接触管乐之前，我和同
学们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学习期。马
老师像是一点都不着急似的，慢慢地
给我们打基础，让我们一遍遍练习，直
到找到适合自己的乐器。

我被分到了吹中音号。冰凉的触
感，金属的气味，优美的外形是我对这
个不算小的家伙的第一印象。终于能
吹上真正的乐器了，我自然是狂喜。不
料，马老师还未等我们的新鲜劲和欢喜
劲过掉，就直接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课程
和训练。

一上手后，各种问题就接踵而
来。说实话，我在吹中音号这方面可
实在是个“问题学生”。从一开始对音
模糊不清到吹不上高音，还有肺活量

不足等诸多难题，都令马老师和我心
急如焚。

那些日子可真是让我吃尽苦头，
我遭遇的各种问题都在我心中拧成一
团疙瘩，使我对吹中音号产生了一些
厌倦，幸亏有马老师孜孜不倦地教
导。他专门抽出时间来“特训”我，让
我不断练习，同时又帮助我找到诀
窍。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和马老师
双方都是很努力地“坚持”着。他呢，
是坚持不懈地教我吹上高音，而我呢，
则是依旧“坚持”吹不上高音。幸好后
来成功了，也不算辜负了那番努力。

掌握了音节后，我们就开始了乐
曲练习。那时，以我们的水平吹首曲
子实在是难上加难。一是难在我们五

线谱读取起来较慢，二是难在我们对
音的掌控不太纯熟，来不及及时换
音。于是每节课，马老师都帮我们缓
缓“嚼烂”这首曲子。有时进度快了，
我有些忘记，便向旁边的同学请教，他
时不时也会向我请教，我们便由此建
立起了一段友谊。

终于，在我们的努力下，总算是将
这首曲子给吹会了，我的心中自然是激
动不已的。是啊，这是我学管乐以来第
一首学会的曲子，期间也凝结着老师的
教导，同学的帮助，以及我自身的努力，
是多么的意义不凡！

现在，我学管乐的时间已过去一年
了，我也在不断地练习中有了不小的进步，
音乐路漫漫，我会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国庆“大冒险”
这个国庆节，我和小学同学小唐

去了锦江乐园，玩得非常高兴。至于
如何高兴，且听我慢慢道来。

那天，小唐突如其来地邀请，不禁
让正在看《中国好声音》的我说了一
句：“这消息怎么可以这么炸？”得知要
去锦江乐园，我硬是激动地一晚上没
睡好 。

地铁到了锦江乐园站，我们下了
车，小唐就说要去鬼屋。我说我不怕

“鬼”，去就去，说着就和他去找鬼屋。
可是怪了，地图上明明有鬼屋，可是我
们这也找不到，那也找不到，小唐的计
划只能宣告“破产”。

小唐灰心丧气，我却兴奋了，因为

我看到了比鬼屋更刺激的东西。我指
着一个正在上下前后翻滚的过山车让
小唐看。不料，他刚看了一眼就开始
发抖，是那种腿肚子抽筋的抖，说：“那
个太危险了。”我明知道他在开脱，但
还是打趣道：“你是害怕了吧？”小唐的
几颗大板牙上下打磨，露出悲壮的表
情，最终还是被我忽悠进了队伍。近
看这个叫“大波浪”的机器，我竟也越
看越怕，看得心里毛毛的。马上轮到
我们的时候，我也和小唐一样，牙齿在
上下打磨，腿像狂风中的树枝一样乱
抖。我们一步一顿地上了座位。

机器开动了，“不错，还蛮舒服的。”
小唐掩饰住内心的恐惧，但是随着机器

一个急转翻身，他控制不住地大叫起
来：“我的妈呀……”我刚想笑，可还没
笑出来，一个又一个的翻身席卷而来，
我像一块油锅上的煎饼一样，翻来翻
去，一时之间无法言语，只是下意识地
咬住牙，向后靠，防止自己飞出去。正
当小唐不再大叫，我也没再龇牙咧嘴的
时候，机器下去了，然后又是三个后空
翻，小唐又大叫，我又咬牙......

从上面下来，我感觉眼压高得眼睛
快要炸开了，小唐则说自己快要得心
脏病了。

夜幕降临，锦江乐园里灯火通明，
这里的项目让我们在刺激中获得快
乐，也无形中增长了我们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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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期间，我区各商业企业开展

营销活动，根据抽样监测，全区 17 家商

业企业共实现销售额1.1亿元，同比下降

11.5%。全区接待游客 47.56万人次，同

比增长 28.5%。总体来说，“十一”假期

商业运行安全平稳有序。

节日期间，根据抽样企业监测，我区

17 家商业企业共实现销售额 1.1 亿元，

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各商业企业开展

营销活动，金山百联开展“8周年店庆”，

通过制作超长蛋糕、扭蛋抽奖、文艺汇演

等活动吸引人气。金山万达举办“我为

婚狂”“小丑嘉年华”“少年绘祖国”等各

项主题活动，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各

大型百货、超市等也都举办了满额立减、

销售折扣等营促销活动，烘托节日氛围。

长假期间，全区共接待游客 47.56
万人次，同比增长28.5%。其中，枫泾古

镇景区接待游客 16.35 万人次，城市沙

滩接待游客 9.45万人次，金山嘴渔村接

待游客 6.59万人次。“十一”期间天气舒

适宜人，市民游客出游热情提升，自驾

游、家庭游、结伴游等成为本次黄金周

的主要出游方式。同时，国庆期间正值

金山旅游购物节举行，枫泾古镇景区的

三桥广场上，顾客人头攒动，光明食品、

丁义兴、根华果蔬等商品销售情况良

好。金山百联、金山万达、光明 koko 都

乐汇等商圈艺术行活动，受到了消费者

的青睐，这些活动有效促进了我区商业

与农业、文化、旅游的有机融合。

为确保“十一”期间城市运行平稳，

我区在节日前夕召开商业企业工作会

议，部署了“十一”假期和进口博览会期

间的城市安全运行工作；开展商业企业

安全检查；举办金山区市场突发事件应

急演练活动。在节日期间，针对台风

“康妮”的天气影响，加强安全防范。

本报综合

在枫泾镇 100 多条河道内，有一种特殊的探

头。这种探头可以随时监控河道的清洁程度，和

是否有违章搭建情况。一旦出现状况，系统会第

一时间通知相关人员前往现场处置，这是我区智

慧水务的建设内容之一。区河长办负责人朱承寅

介绍，今年我区将在各街镇的主河道安装这种探

头，运用高科技手段保护水环境。

作为水域资源丰富的区域，对水的管理是我

区的重要议题。为了提高水务管理水平，近年来

我区全面提速智慧水务建设，运用高科技手段构

建全方位水务管理系统，以实现水环境、水安全和

水资源管理智能化应用。

区防汛办工作人员张银龙告诉记者，经过近

几年的发展，我区从原来拥有少量、简易的雨晴监

测系统，发展到如今拥有完善的雨晴监测和防汛

指挥系统，“通过智能化手段，提高防汛信息采集

和指令流转的效率，为防汛防台赢得宝贵时

间，逐渐实现水安全智能化。”

各种智能化手段的运用，让我区水务管理从

粗放逐步走向精细，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和精准

度。对此，廊下镇的水务工作人员感受颇深。因

为这里有领先于全市的现代农业泵闸自动化系

统，与传统的根据传达水情信息，人工关闭和开启

水闸的方式不同，“在这里，只需点一点鼠标，就可

根据平台反馈的水位情况及时控制水闸，”廊下镇

水务站副站长戈伟杰说，“这样可以减少人工，提

高效率，而且在电脑的控制下，关闭和开启更为及

时准确。”

涉水设施的“鸟枪换炮”让水务管理更精细

化，也让跨区域的水务管理更顺畅。每年从上游

顺流而下的大量水葫芦，总让我区的打捞工作费

时费力。为了提高水葫芦打捞工作的区域联动，

今年我区在浙江平湖、嘉善两地的界河处安装探

头，一旦发现水葫芦大量出现，可以及时汇报太湖

流域局进行联动治理。

水是生命之源，运用高科技保卫水环境、捍卫

水安全的同时，水务部门还在积极推进劣五类水

整治等行动，以便让金山人民进一步享受水清河

晏的人居环境。

记者 李谆谆 见习记者 刘祚伟

本报讯（记者 李谆谆 见习记者 刘祚伟）10 月 8 日下午，

长三角首届农民丰收节暨 2018 年金山区全民健身大会广场健

身舞比赛在区轮滑馆举行，来自金山、平湖、嘉善的 13 支代表

队的 252 位演员同台竞技，展示舞姿。

现场，13 支参赛队伍为大家带来了广场健身舞表演，选手

们用饱满的热情和翩翩舞姿表达着收获的喜悦。

据了解，此次比赛设三个等次的奖项，最终金山卫镇、金

山工业区与嘉善西塘镇获得了优胜奖。

本报讯（记者 金宏 冯秋萍）10月

8 日下午，2018 年金山区秋冬季大气污

染防治推进会暨空气质量改善攻坚行

动启动会在区会议中心召开。

会议要求，相关部门要聚焦重点时

段、重点领域，以减少重污染天气为着力

点，狠抓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将减排措

施落实到位，促进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持

续改善，全力保障进博会顺利召开。

据了解，我区今年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涉及能源、产业、交通、建设、农业、社

会等六大领域，空气质量改善攻坚行动

分为整治阶段、攻坚阶段和巩固阶段，

整治阶段重点推进燃油燃气锅炉提标

改造、石化等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工业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等 2018 年度我区大

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预计 10 月底前

完成。

今年 70 岁的顾蓓莉是金山的一名

锡剧艺术家，她 12 岁考上金山县锡剧

团，1962 年开始跟团演出。“那个时候

演出条件比较艰苦，每次晚上演完后

要连夜拆台、装车、搬家，要搬的东西

也多，灯光、布景、服装、乐器等要装满

三四辆大卡车。”顾蓓莉说，“被子、铺

盖都是自己背着装车，小剧场里有些

门板搁的床位、竹榻等，把自己的铺盖

往有自己名字的床上一放，一个新家

就安好了。”

那个时代，专业从事戏曲工作的人

才有上台演出的机会，农村人看戏是一

件奢侈的事，只能在各文化场馆送戏下

乡的时候过把瘾。顾蓓莉是锡剧科班

出身，几乎天天要随剧团去偏远的地方

演出，一年难得回趟家。顾蓓莉告诉记

者，自己基本上一出门就是三个月、半

年，一直到暑假期间或大冬天的时候才

能休息，节假日是她们表演的黄金季，

每年春节都回不了家。

跟顾蓓莉不同的是，1970年出生的

潘瑛小时候随父母住在被誉为越剧发

源地的浙江，受当地文化熏陶爱上越

剧，成为一名业余越剧演员。她不像顾

蓓莉这种科班出身的演员，可以跟着现

场伴奏的乐队演唱，只能自己每天在家

听收音机一遍遍练。

“以前只能靠收音机，唱词什么都

没有，我们就是一句句从收音机里听

词，再用笔写下来，后来慢慢用录音机，

也没有上台表演的机会，全都是自娱自

乐。”潘瑛觉得那时候虽然苦，但在兴趣

的驱使下，自己仍乐此不疲。

201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潘瑛加入

了区文化馆的越韵社，登台演出的机会

多了起来。她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出演

全本的大戏《西厢记》，自己在戏中扮演

崔莺莺，每个礼拜要来文化馆 4 次进行

排练。潘瑛表示，自己加入越剧社以

后，才有了一些上台表演的机会，“实际

上《西厢记》这出戏排出来后，到现在也

演了近10场。”

从专业演员的一枝独秀，到群众舞

台遍地开花。改革开放以来，金山戏曲

的发展变化很大。金山戏曲协会会长

陈裕德是金山戏曲发展的见证者之一，

2008年，金山戏曲协会在他的带领下成

立起来，金山的戏曲爱好者们才有了共

同的一个家。“没有协会之前，大家举办

沙龙，但那时人员流动性大。成立协会

后，我就邀请一些演员成为固定会员，

有什么演出，也能临时调配演员过来。”

陈裕德说。

这些年来，在区文广局的扶持下，

金山戏曲协会的队伍不断壮大，从成立

之初的 52人到如今近 300人，最重要的

是群众展示的舞台越来越多，大家演出

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

时代在变，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

在变。戏曲作为当之无愧的中华文化

瑰宝，以其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特有

的美学表达受到大家喜爱。改革开放

40年以来，戏曲作为人民重要的文化生

活之一，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小众

深入人群，使得人人都可以近距离亲近

戏曲，深层次了解戏曲。提及对金山未

来戏曲发展的期望，顾蓓莉表示，自己

10 年前曾在朱泾文体中心提出要教小

学生，现在还是初衷不改，“文艺的东西

要传承，从小孩子抓起最好。”

记者 杨嘉婕 朱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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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打响空气质量改善攻坚战

戏剧：从一枝独秀到遍地开花我与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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