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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小弄堂

在奶奶家的小店旁边，有一条

有趣的小弄堂，我很喜欢它，每次去

奶奶店里，我总会去那里走一走。

今天，我照例来到了这条小弄

堂，一阵阵淡淡的香味扑鼻而来。

是什么味道这么好闻啊？我打算

好好寻找一番。沿着忽窄忽宽的

小弄堂一直往前走，香味越来越

浓。“应该离香味不远了吧。”我心

里默默地说。在我为之喜悦时，我

已经来到了最窄的小路，这也是我

最喜欢的一段路，只要一走上去，

脚步就会变得特别响亮，仿佛有人

在弄堂里敲鼓，爸爸告诉我，这是

脚步声撞击墙面，又被弹回来形成

的回声。两边的墙高，路又窄，回

声自然更加响亮。因为会发出有

趣的声音，所以我每次到这儿，都

会模仿大象走路的样子，轻轻抬

腿，又重重地把脚踏在水泥地上。

顿时，我的脚步声响彻了整条弄

堂。

哎呀，玩着玩着，差点忘了，我

还要寻找那令人心旷神怡的香味

呢！我继续寻找着。突然，透过半

敞的老式木门，我看见一棵比屋子

高、枝叶繁密的树，一朵朵黄色的小

花儿正朝着我露出微笑。对呀，就

是它散发出的香味，我终于找到了，

原来是桂花香。小弄堂里香味扑

鼻，让我想到了桂花糕、桂花小圆子

……

这是一条有声音、有香味，特别

有趣的小弄堂。下次或许有更有趣

的事情等着我去发现。

（指导老师：陆晓云）

心灵的休憩

小白兔变身

从前，有一只可爱的小白兔，它有

一条雪白的长尾巴，一对乌黑的大眼

睛和一个小巧玲珑的鼻子。笑起来脸

上还有两个深深的小酒窝呢，谁看见

它都会喜欢上它。

有一天，小白兔蹦蹦跳跳地去森

林里采蘑菇。突然，一阵刺耳的喇叭

声传到了小白兔的耳朵里，眼看着低

头玩手机的小熊猫就要被大卡车撞上

了，小白兔毫不犹豫地跑了过去，一把

推开了它，而自己的尾巴却被车轮碾

压到了。看到这一幕的小熊猫吓得连

手机都掉在地上，它顾不得捡手机，飞

快地跑到小白兔身边，轻轻扶起了伤

势严重的小白兔，小白兔虚弱地说：

“以后……不要……在大马路上……

沉迷于玩手机，太危险了。”说完便晕

了过去。这时，好多动物都围了过来

对熊猫指指点点，“真是害人害己啊，

多么漂亮的孩子，如今都不知道是死

是活……”“快点打 120”，有小动物提

议。

很快救护车来了，大家把小白兔

安全地送到了医院。过了许久，小白

兔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请问，这里是

哪里，我是不是已经死了？”老马医生

笑着说：“傻孩子，你没死，这里是医

院，但是你的尾巴伤得太严重，为了

保住你的性命，唯一的办法就是断

尾。”“医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老马医生摇了摇头说：“真的没有别

的方法了，否则连命都保不住啊！”

小白兔手术后，看着镜子里短

短的尾巴，难过地哭了起来：“我现

在这么丑，谁还愿意跟我一起玩，我

以后再也没有朋友了，呜呜……”它

越说越伤心，越哭越大声，最后把眼

睛都哭红了。大家看了都很心疼小

白兔，就安慰它说：“小白兔，虽然你

的尾巴变短了，但是在大家心目中

你仍然还是那么漂亮，你看你现在

的尾巴像不像一个小雪球，我们都

可羡慕了。”“真的吗？”小白兔问

道。“当然是真的。”大家都异口同声

地说道。

从此，小白兔就变成了一个短尾

巴、红眼睛的样子，大家还是像以前

那样喜欢它。

阳光透过云层照亮大地，又是

一抹苍翠映入我的眼帘，清凉了整

个夏天，我深深地赞叹你——绿萝！

那个烈日普照的正午，我实在

接受不了日复一日练习书法的枯

燥，我气急败坏地把笔一扔，再也不

想拿起这支笔。室内的灯光不再明

亮，墙上的壁纸张牙舞爪地向我扑

来，空气阴暗又潮湿，深色的家具黑

压压一片，仿佛在嘲笑我连这点小

事都做不好，我的心又下沉了几分。

我走近几步，见是一株绿萝，只

有藤蔓顶端的两片小嫩叶向我昭示

着它还有生命。出于怜悯，我便给

它浇了些水，将它放置在阴暗的角

落里，便离开了。

几天后，我不经意间瞥见了那

株绿萝。它竟挺立起身腰，那两片

嫩叶精神抖擞，像在睁大眼睛告诉

我：“你看我活得多精神！”我心头窃

喜，又给它浇了水。

渐渐地，那盆绿萝又长出嫩芽，

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我在一旁啧

啧称奇。偶然间，我看见了拴在一

条藤蔓上的一个标签，上面的字被

我浇的水淋湿了，上面模糊地写着：

只要没有枯萎，就为了翠绿而竭尽

全力。

我的内心似是被什么猛击了一

下，看向那盆绿萝的眼神也越发不

同起来，想起前些日子，它的叶子蜷

缩萎靡，枝干没有一丝生气，一片枯

萎的惨相。而现在，昂首挺胸，像从

油画中跑出来的精灵，其它植物都

被它衬得暗淡无光。

我不禁联想到自己，绿萝忍耐

许久，等待时机，才换来生机，而自

己呢？书法未得到老师的鼓励与

赞赏，就耐不下性子练习，如此没

有耐心与毅力，怎么可能获得更好

的成绩呢？

我猛然间想起那句话，只有竭尽

全力去拼搏，才能取得成功。正是因

为成功的来之不易，才因此显得更有

价值。这时，我似乎浑身上下充满力

量，下定决心承受乏味的练习。

我深深地赞叹：绿萝凭借顽强

的忍耐力，等待时机，才有了重见天

日的时刻，正是它的这种精神给我

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我点亮了一

盏灯！ （指导老师：岳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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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第一实验小学 四（1）班 曹劼劼阳

金山小学 四（5）班 陆敏琪

蒙山中学 七（1）班 周嘉琳

静的不是心情，是心境。人能常
清静，天地悉皆归！心若止水，何处不
宁？ ——题记

漫步在街道旁，耳边充斥着各种各样

的嘈杂声：吆喝声、喇叭声、吵骂声......这个

城市几乎到处一片喧嚣沸腾。

街边一个角落里，一个卖爆米花

的老爷爷在用力地吆喝着；另一边，喇

叭里重复地“嘶吼”着“今日大酬宾”；

一边的集市中传来顾客因还价不成而

破口大骂的声音。

我皱了皱眉头，心中的烦躁渐渐

扩大。我加快脚步，过一个拐角，走入

一家书店。呼，心中的烦躁瞬间烟消

云散了。书店内还是很安静的，大概

是因为收银的地方与看书的地方分在

了不同的楼层。在这间诺大的阅览室

中，有的只是“沙沙”的翻书声，偶尔打

哈欠的声音都会被放大好几倍。拿起

一本书，翻开书页，沉浸在书香中。突

然，一声突兀的孩童哭声打破了这儿

的安静。闻声望去，原来是一个大约

七八岁的小孩吵闹着不让妈妈买试

卷，手使劲儿地拉扯着妈妈的衣角，身

子向后倾斜着，脚也不停地向后退

步。可一个孩子的力气哪有成人的

大？那位妈妈嘴里骂骂咧咧，硬是把

那孩子拖走了。

目睹了这一场闹剧，我也没心思

再去看书了，拿起手中的书，快速地结

账走人了。

这个城市似乎真的没有一方“静”

土，能够让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得

到真正的休憩。

十一黄金周，父母带我回乡下去

过一天。吃完中饭，我搬了一只小凳

子到后菜园去，欣赏着乡村的美景。

青菜翠绿翠绿的，韭菜绿油油的，角落

两棵橘子树已经结了亮橙色的小橘

子，菜园旁是一片浓密的竹林，后面是

一条清澈的小河......秋日的阳光晒在

身上惬意极了，靠在椅背上，仰望着悠

悠的蓝天白云，把脑袋放空，什么也不

去想，就这样静静地坐着，好不自在！

“姐姐，我们的皮球掉进你家的菜

地了，能帮我们捡一下吗？”一群小男

孩围在篱笆外面对我说。我把皮球捡

起来，轻轻地抛了出去，这才发现，这

群小男孩刚才一直在菜园边玩，我都

没有注意。

原来，只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去

除杂念，自己就能“屏蔽”一切干扰，心

自然就平静下来了。

再次坐在书店角落看书，虽时有

噪声，但我不去理会不就行了吗？静

下心来，就一直那样看书，沉浸在书的

世界中，也真真是极好的。

没有什么绝对安静的地方可以让

心休憩，但若心如止水，任何纷扰都会

烟消云散。

深深的赞叹 金盟中学 八（1）班 陈星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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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金宏）11 月 12 日下午，

“光前启后——南社与近代上海社会变革”

主题展览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开幕，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胡劲军出席，区委书记赵卫

星致辞并宣布展览开幕。

赵卫星表示，金山是南社的重要发祥地

之一，孕育了高旭、姚光、陈陶遗、白蕉等 50

多位金山籍南社社员，我们要学习南社人

“心系民众、复兴中华”的伟大情怀，继承他

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节操，发扬

他们“革故鼎新、兼收并蓄”的胆识气魄。

当前，上海正在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大力弘扬上海城市精神，我们要深入挖掘

金山历史文化资源，积极弘扬金山“吴跟越

角、海上之巅、厚德金山、礼尚之滨”的人文

精神，擦亮“上海文化”的“金”字招牌。

本次展览分为“几复风流振风骚”“辛亥

朝阳倡共和”“风雨同舟创伟业”“海上流韵

焕华章”四个部分，集中展示南社人以高度

的文化自觉与强烈的家国情怀在革命斗争、

舆论宣传、教育兴学等方面所作的贡献。现

场不仅可以看到姚光故

居（上海南社纪念馆）敦

仁堂的内设场景，领略

江南水乡传统民居建筑

的风采，还可以近距离

欣赏到《南社杂佩》《姚

光日记》等名人手稿，复

旦大学图书馆藏《诗经》

类古籍，柳亚子、杨了

公、姚鹓雏、白蕉等书画

名家作品，金山区图书

馆藏《南社》《南社小说

集》等相关出版物以及

大量珍贵的史料照片。

展览将持续至 2019 年 1
月6日。

据悉，南社是辛亥革

命前后最有影响力的革命

文学社团，它与同盟会互

为犄角，用文字鼓吹革命，

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

立民主共和政权，提供了

十分重要的舆论支撑。他

们在革命斗争、舆论宣传、

办报兴学方面作出了重要

贡献，成为推动近代社会

变革的重要力量。

在进博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

加快建立促进科技企业股权融资的

“科创板”，让金山的中小创企业家们

倍受鼓舞，大家纷纷认为政策上的

“利好”必将进一步缓解企业的“找

钱”难题，助推企业发展。

艾鲲新材料是区内一家主营日

化品包装的科技型企业，同其他中小

型科技企业一样，遭遇了成长期的融

资难题。由于科技企业研发成本高、

市场接受期长等原因，在成长初期往

往资金周转能力较差。公司副总经理

袁自成介绍，目前公司融资只能通过

银行贷款等，渠道较少。

科技企业重技术、轻“资本”的

特点，一般较难受到金融机构的“青

睐”，更迫切需要政府改善融资环

境。作为区国资委下属的投融资机

构，上海金山嘴金融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曾雪峰告诉记者，科

技企业的融资途径主要有三方面：

一个是股，一个是债，一个是贷。

所谓“股”就是股权投资，金山设立

了创新创业引导基金；“债”是债券，

公司旗下的类金融机构提供债券；

“贷”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我们有

一个金融科技服务平台，通过政府

担保，让企业更快地获取银行贷

款。”

其实，政府以往在解决科技中

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以引导资金为例，我区从2002
年起建立引导基金，通过政府引导下

的资本市场来激活科技企业。“我们

投入‘母基金’到投资机构，然后与这

些机构约定，他们按一定比例追加投

资，用于解决区内企业的融资问题。”

曾雪峰说。

据了解，2002 年至 2012 年的一

期政府引导资金出资 2.4 亿元，拉

动社会资本超过 17 亿元。作为艾

鲲的母公司，艾录包装因良好的成

长性，去年获得 700 多万的政府引

导基金。曾雪峰称，今年开始的新

一轮引导基金总体规模将近 15 个

亿，可进一步缓解科技企业的融资

需求。

虽然政府能在企业贷款、引导社

会资本投入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作

为融资的重要渠道——股权融资，仍

是科技中小企业的“高门槛”融资渠

道。而进博会释放的“科创板”信号，

对于中小企业股权融资方面是“利

好”消息。曾雪峰告诉记者，对于有

融资需求的科技企业来说，科创板给了企业一个很好

的机会。

虽然有了政策的“利好”，但要顺利搭上资本的“快

车”，企业本身也需作出积极准备。袁自成说，企业成

立之初，就在各方面做到尽量规范，今后更要提高要

求，为最终走入资本市场做好准备。 记者 李谆谆

今年以来，金山公安分局结合大调研活

动，从深化便企服务、保障安全生产、化解涉

企矛盾、优化治安环境等方面入手，出实招、

动真格、求实效，全力为辖区企业发展保驾

护航。

走进企业，才能了解企业真实存在的问

题，方能“对症下药”。金山公安分局今年通

过走访、座谈等方式，了解了 729家企业的生

产经营情况，排查各类不稳定因素，掌握企

业治安动态，帮助企业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收集到各类问题建议 127 个，提供法律咨询

58次，化解企业矛盾纠纷38起。

针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建筑工地来沪人

员迫切了解居住证政策的情况，民警通过

主动上门设置宣传点、拉横幅、发放宣传资

料等形式，开展集中宣传活动 8 场，发放宣

传资料 5000 余份，向来沪人员集中宣传了

居住证办理流程、地点等，耐心为群众答疑

解惑。

盗窃、诈骗、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

严重损害企业利益、破坏生产经营秩序，金

山公安分局通过加大追逃追赃力度，尽可能

减少企业损失。今年以来，金山公安分局共

侦破各类涉企案件 30 余起，挽回企业资金

100余万元；围绕经济犯罪领域，成功侦破了

金山某公司被假冒注册商标案、袁某等人特

大职务侵占案、朱某职务侵占案等 6起案件，

追缴经济损失183万元。

良好的治安环境，对企业发展来说，无

疑是一颗“定心丸”。金山公安分局不定期

组织警力深入排查影响企业稳定、制约企业

发展的各类突出治安隐患问题，并定期联合

区市场监管、城管等部门对企业及周边地区

开展专项整治，努力为企业经营发展提供良

好的治安环境。同时，针对漕泾、亭林等工

业园区周边道路进出人流多、大型车辆多的

实际情况，加强上下班高峰时段的巡逻管控

力度。今年以来，金山公安分局共增设交通

标志标牌 60 余块，安装交通信号灯 3 套，整

改隐患路口路段15处。

据金山公安分局工作人员介绍，今后，

将继续加强警企沟通协作，认真分析研究

企业内外部诸多要素，努力化解不安定因

素，营造良好的招商引资和企业发展环境，

保障企业合法权益，保护和服务好辖区企

业和经济的发展。 记者 朱林 冯秋萍

本报讯 11 月 12 日上午，区第 8 期青年干部培训班

农村研讨会在漕泾镇水库村举行，区委副书记程鹏出席

并与青年干部们交流座谈。

程鹏表示，希望青年干部们提高认识，增强打造乡

村振兴战略先行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勤学善思，提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先行区的才智技能；坚定笃行，积极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先行区的全面落实。

本报讯（记者 罗迎春 樊国庆）11月 10
日上午，上海石化工业学校举行建校 40周年

主题活动暨上海化学工业区化工实训基地、

中德化工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揭牌仪式。区

委书记赵卫星和上海化学工业区管委会主任

马静共同为上海化学工业区实训基地揭牌。

上海化学工业区化工实训基地已建成

11 年。近年来，其功能不断完善升级，可

以承担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服务于众多

国内外知名企业，实现学校与区域发展的

共赢。中德化工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揭牌

后，可将国际化的证书引入职前职后教育

当中，为广大化工区企业员工提供考国际

证书的机会。

上海石化工业学校诞生于 1978年，由上

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石化总厂”创建而

成。40年来，从企业办学到政府办学，学校不

断探索工学结合、校企合作，走出了具有本校

特色的发展之路。站在历史新起点上，学校

将继续深化国际化办学步伐，重点实施智慧

校园建设、基础能力建设、专业国际化建设三

大工程，以引进德国AHK职业培训证书为抓

手，在化工、机电、数控等专业培养一大批具

有国际水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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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第8期青年干部培训班
农村研讨会举行

金山公安分局深入企业开展大调研

找准真实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

落实讲话 聚力发展

校企合作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赵卫星出席“光前启后——南社与近代上海社会变革”展览开幕式并致辞

擦亮“上海文化”的“金”字招牌

责 任 编 辑 夏 芬

市民正在参观“光前启后——南社与近代上海社会变革”展览 记者 张鹏远 摄

支持民营企业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