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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又扬帆起航

在生活的瓜藤上，每一个人都

不过是一只小虫，努力地往上爬，偶

尔一阵清风，把你吹下去，可只要有

梦想，依然能扬帆起航。

初次来到琴行，是几年前了，那

时幼小的我望着琳琅满目的乐器，

一下子被那古筝给吸引住了，绿白

交错的琴弦，从上而下，由粗到细，

随意拨动却能发出清脆的声音，两

侧还有精心雕刻的图案，像是一个

活泼的小女孩在翩翩起舞。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古筝，磨

了一番嘴皮子，终于说服了妈妈。

长长的古筝被严严实实地装在了一

个黑色长袋子中，娇小的我抱着胖

胖的黑布袋，脸上写满了喜悦，小小

的风帆开始起航了。

起初真的是“闻鸡起舞”，后来

为了跟上“时代的潮流”，考级的压

力逐日增大，再加上妈妈的严厉，让

我望琴却步。那时，每当看到古筝，

耳边回响的永远都是妈妈的呵斥

声。

日子一天天过去，终于到了考

级那天。坐在台上，面对着明明很

亲切的古筝，我却觉得它很陌生。

手指好像一点也不听使唤，我明明

想弹“咪”，却弹成了“嗦”，想用勾

指，却弹了抹指……

毫无疑问，第一次考级没过，

我，“阵亡”了。但这似乎是个契机，

我顺利成章摆脱了古筝的束缚——

原本光鲜亮丽的古筝被盖上了一张

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耳边没

有了妈妈的唠叨，古筝布上也慢慢

布上了一层灰，古筝淡出了我的视

线，风帆因风降落，但房间里始终留

着古筝的一席之地。

后来偶然的一个电视节目，我

无意中看到古筝，又听到了那悦耳

的音符，流畅、清脆，我感觉一颗被

深埋的种子又重新长了出来，风帆

又开始起航，我当即揭开那层罩着

我音乐梦的黄布，那层黄黄的布。

麻溜地绑上指甲片，勾、托、抹、

托”、滑音、嗦……熟悉的旋律信手

沾来，美妙的音符回响脑中，我又沉

迷在了古筝的世界里，翻开对面谱

架上那本古筝书，那本孤独地躺着、

布了一层薄薄灰的破旧书，一股油

然而生的亲切感涌上心头，与之一

起的，还有一股浓浓的喜悦，像是多

年后久别重逢的老友。我一时间没

能控制住，一连弹了两小时，我又好

像回到了初次见到古筝的那种场

景，依然热血沸腾。

简直可以用李白的诗句：“长风

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来形容。置身于曼妙的音符编制

的音乐海洋中，我自己好像变成了

一个掌舵人，驾驶着音乐的小船扬

帆远航，我已经开启了这道航线，

终点还会远吗？

（指导老师 濮明君）

祖母的背影

浅浅斜阳，啾啾鸟鸣，莞尔一笑，低

头，忆故乡。

袅袅炊烟，缕缕饭香，潸然泪下，最

忆，您背影。

懵懵懂懂时候，我总怀着“打破沙锅

问到底”的好奇心，揪着长辈们问个水落

石出。临近春节，祖母家的炊具便引起

我强烈的兴趣。我坐在炉前，静静地看

着火苗越烧越旺，越蹿越高，普照着那冰

天雪地的东北，好不暖和！

“奶奶，奶奶，这是个啥？”我扯扯奶

奶的衣角，指着一木箱子疑惑地问道。

“烧火用的风箱，有了它，火烧得可旺可

旺嘞！”祖母流露出喜悦的神情，仿佛我

问对了行家似的。“风箱不是一吹风就把

火吹灭掉了吗，怎么可能旺呢？”我一边

说，一边鼓起腮帮子，呼呼地吹，吹得浑

身发热。

只见您拾起一块柴火，丢进炉里，

再摆上一盘盘待蒸的菜，合上锅盖，拉

起了风箱。您的手紧握着木把手，麻利

干练地推动着，一前一后，循环往复，时

而望望火候，时而再添些柴火，哼着小

曲儿。我就这么呆呆地站在您身后，望

着那崭新青黑色的大褂，乌黑的秀丽短

发，上边别着一淡蓝发夹，随着您的摆

动，宛如一泓清泉，汨汨流淌进幼小的

心里，滋润着，哺育着......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又是一年春，按捺不住思乡的我再

一次回到祖母家，寻找着当年的背影。

那稚气未脱的孩童，转瞬间早已是

位朝气蓬勃的少年；而从前干劲十足的

祖母也一步步朝着耄耋之年蹒跚而去，

一走，一歇。

迈着矫健的步伐，我再一次面对着

风箱，和那匆匆忙碌、勤劳朴实的祖

母。

一股股热气从您身后升腾出来，料

想是暗自准备着一家人的美味佳肴。

趁您不注意，我挑了几捆柴，收拾

收拾桌面。

我，再一次悄悄地站在您身后，望

着您的背影。

那推动着风箱的手，一天天龟裂，

一天天粗糙。每一次推动，都是一次体

力的考验。那大褂，依旧顽强地裹在您

的身上，掩饰不了岁月的沧桑，有几处

皱褶、几处污渍。憔悴的白发缀着黑

发，还有那绵延近十年的发夹，倾诉着

美好时光，倾诉着您的过往。见鬓角的

汗珠一点一点沁出，它氤氲着雾气，于

此同时，朦胧着我的双眼......
从前，我总想握住风箱，而今，却更

想握住您的手。

从前的日色变得很慢，车马、书信都

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一生也只够念

一个背影。

忆故乡，最忆是您的背影。

（指导老师：郭宇）

我的白日梦

这几天，不知怎么回

事，总觉得我的门牙好像

被大风吹倒的小树，东倒

西歪的。

吃好晚饭后，妈妈拿着

一根绳子走到我面前，说：

“张开嘴。”妈妈把绳子绑在

我的门牙上，我害怕极了，

连大气都不敢出，心怦怦地

跳，怀里像揣了一只蹦来蹦

去的小兔子，身子直打哆

嗦。妈妈用力拽了几次，门

牙就跟妈妈作对似的，怎么

也拔不下来。我疼得直冒

冷汗，就在这个时候，嘴里

突然感到一阵疼痛，原来妈

妈把门牙拔掉了。

妈妈马上拿来了棉花

球，把棉花球塞到我的缺牙

上，没过了一会儿，白色的棉

花立刻变成了鲜红的棉花，

塞了几次后才把血止住。

虽然拔牙很痛苦，但

是想到了长大能有一口整

齐的牙齿，经历这些痛苦，

也是值得的！

征稿启事
本版长期向全区中小学生

征集作文、书画、摄影、剪纸等

各类作品。要求：

1.文体不限，形式不限

2.文章具有真情实感

3.严禁抄袭

4.邮箱：

1083987467@qq.com
5.来稿请注明学校、年级、

班级、姓名

金盟学校 九（4）班 曲泽

石化一小 二（3）班 徐恩祈

一天，我坐在窗边，

看见远方有棵大树。身旁

的虫鸣声不断，我就在这

声音中进入了自己的世

界。

突然，有一只鸟从树

上飞了出来，我骑在鸟的

背上，它带我飞过田野，我

看到农民爷爷正在地里干

活，他向我挥挥手。鸟儿

又带我飞过山坡，我看到

了满山的巧克力，我骄傲

地对鸟说：“这些巧克力都

是我的，我请你一起吃

吧！”接着我们一起去上山

吃了好多巧克力，我和小

鸟开心地笑了。后来，小

鸟把我带到了海里，小鱼

们都向我打招呼。鱼儿游

来游去地对我说：“跟我一

起去寻宝吧。”我听了高兴

极了，正要从鸟背上跳下

来。

突然，有人推了我一

下，我醒了。哦！原来是

在做白日梦。

第一次拔牙
海棠小学 三（6）班 陆夏安

山阳中学 张懿嘉

廊下中学八（2）班 戈筱妍 指导老师:杨金连

和家（剪纸）

书法 (《夜上受降城闻笛》)

罗星中学 初一（３）班 周宇涛 书

钱
圩
小
学

杨
静
芸

作

清
洁
家
园

责任编辑 洪艳青

沪报字第0182号 第140期(总第2966期)

金山报数字报网址：http://epaper.routeryun.com/jsb

Jinshan News
星期三 今日8版

每周逢一、三、五出版

金山区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地址：金山区蒙山北路280号 7楼 邮 编 ：200540 新 闻 热 线 ：67961048

2018年 11月21 日

农历戊戌年十月十四

消费：从“票票票”到“刷刷刷”

在朱泾镇市民缪时芳家中的柜

子里，摆放着不少上世纪 60 到 90 年

代的布票、粮票、邮票等票据。原来，

70多岁的缪时芳是一位民间收藏家，

喜欢收藏老物件，其中收集最多的就

是各类票据。缪老先生告诉记者，当

时各地的商品票证通常分为“吃、穿、

用”三大类，大多数商品都是凭票供

应，一些贵重物品，如电器、自行车、

手表等，更是一票难求。“之前朱泾最

大的商店就在东方红街上，用现在的

话讲就是超市了，但当时物资匮乏，

老百姓手里的票也少，大家能买到的

东西都不多。”缪时芳说。

缪时芳提到的商店，隶属于当时

的金山供销社。今年五十岁出头的

金山供销社金坤公司副经理魏权是

一名“供销子弟”，父母都是供销社的

老员工，供销社的发展变化伴随着他

的成长过程。魏权告诉记者，当时有

钱但买不到东西的情况很常见，一方

面是由于物资紧张，还有一个原因是

交通不便。因此农忙的时候，供销社

的员工会挑着货担，把货送到田头，

以满足大家的购物需求。

由于购买方式单一，那个年代的

供销社成为了老百姓心中的购物天

堂。但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

市场经济的发展，1992 年，中国告别

了长达 40 年之久的票证时代，供销

社统购统销的优势渐渐消失，慢慢淡

出了老百姓的视野，金山也开始有了

越来越多的商场、超市。直至今日，

大家用手机“扫一扫”，或者直接网络

下单，就能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

金山供销社为农服务部办事员沈

燕是“80后”，物资不丰富的记忆在她

的脑中存留不多，更多的是购物方式

的日新月异带给她的便捷和舒适。“出

门带个手机就行，或者用手机APP下

个单，就能送货上门，特别方便。”

除了商品购买方式的变化外，粮

食、物资的销售和流通方式也在改革

开放后发生了巨大转变。在粮食行

业工作了近 40 年的金山粮油购销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王海云，见证了从粮

食统购到合同定购，再到放开粮食价

格和经营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后，逐

步扩大市场经济，对我们粮管所冲击

的确很大，我们必须要做出调整。”王

海云坦言，以前公司只负责粮食统

购，不在意盈亏，但在市场经济的浪

潮中，粮食价格和市场的波动都影响

着收益，公司除了收粮外，也开始多

样化经营，打通销路。

改革开放四十年，曾经的“票据

时代”和粮食统购都成了记忆，琳琅

满目的商品、丰富美味的食品、方便

快捷的网购成为了金山老百姓生活

的日常。四十年光阴，金山经济飞速

发展，人民生活日益丰富，每一位金

山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翻天覆地的

变化。这些变化聚集起来，就是金山

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记者 甘力心 唐屹超

本报讯 据统计，

今年 1 至 10 月份，金

山区经济小区完成招

商 29677 户 ，税 收

130.69 亿元，同比增

长分别为 15.65% 和

32.09%，提前两个月

完成了全年任务，招

商工作跑出了“加速

度”。

今年以来，我区

各经济小区坚持一

切围绕、服务、服从

招商引资的理念，将

传统招商模式与新

型招商模式相融合，

坚持领导带头抓招

商，强化全员招商、

全天候招商机制，做

到 人 人 肩 上 有 责

任。截至目前，我区

经济小区已超额完

成 全 年 招 商 20000
户、税收124.6亿元的

工作任务，分别达到

年度指标的 148.39%
和104.89%。

数据的喜人势

头只是 2018 年全区

经济小区招商工作

成效显著的一个缩

影。各经济小区重

点 发 展 特 色 行 业 ，

注 重 招 大 引 强 ，力

争引进一批有影响

力 、带 动 力 强 的 优

质企业，为培育新的支柱行业提供

支持，推动经济小区招商工作实现

了新突破。此外，加快推动金山区

经济小区创新转型、健康有序发

展，逐步形成“特色化招商、专业化

服 务 、实 体 化 运 作 ”的 发 展 新 局

面。在招商方面，持续做强自主招

商，积极开展平台招商；在服务方

面，全面推行服务标准化，建立健

全企业走访制度。积极探索实体

化运作模式，开拓创新，不断提升

专业化管理水平，保证全区经济小

区在招商引资质量和效益上实现

同步提高。

“来，收，蹦嚓嚓……”下午两点，

石化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的老师

正带领老人们进行“音乐照顾”疗法，

老人们跟随着音乐，缓缓地活络身体

的关节。服务中心刚引进的这种身心

活化训练，让老人们交口称赞。“音乐

听了以后精神放松，做了以后筋骨很

轻松，很开心。”沈阿伯高兴地说。

其实，老人参与的活动远不止这

些。上午，做保健操，在阅览室看报、

下棋、写字；下午，看电影，上音乐照

顾课，这间提供日间照料的综合为老

服务中心，自今年年初开设以来，受

到了周边居民的一致好评。今年 77
岁的屠阿婆是独居老人，生活多有不

便，缺乏文娱生活，而在这里，她感受

到了快乐，周到的服务，丰富的活动，

让她有了家的温暖。

记者了解到，为方便老人行走，

服务中心的走廊和房内都安装了安

全扶手，在老人起居的范围内还配备

了紧急呼叫设备和 24 小时实时监

控，确保老人安全。整个为老服务中

心共三层，建筑面积 1000 余平方米，

一楼是日间照料中心和助餐点，二楼

和三楼是长者照护之家，主要为老人

提供短期的喘息服务。石化街道综

合为老服务中心站长汪旭青告诉记

者，服务中心会对接一些社会资源，

为老人提供义诊、理发、扦脚等服务，

让老人的基本生活得到照顾。

敬老、爱老、助老之风，也吸引越

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为老服务的行

列。来自石化工业学校的学生志愿

者们，就利用课余时间走进石化街道

敬老院，给老人们带去关爱。18岁的

姜馨怡是一名高三的学生，扫地、叠

被，陪老人散步，照料起老人来，可谓

是无微不至。“我觉得现在的老人最

需要的就是陪伴，就跟陪伴自己的奶

奶一样。”

和姜馨怡一样，石化工业学校志

愿为老服务的学生共有 48 名，他们

每周都会抽空到敬老院，为这里的 60
位老人提供一系列的关怀服务。事

实上，敬老院还活跃着不同社会团队

的志愿者身影，他们夏送清凉、冬送

温暖，让老人们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

温暖。

社会多元力量为老服务，正在让

老年人的生活更有温度。近年来，我

区大力推进为老服务中心等社区老

年服务设施的建设工作，越来越多的

志愿者走进社区，给老人们带去关

爱。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 7 个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54个老年人日间服务

中心、49 个助餐点和 350 个老年睦邻

点，为老年人提供助餐、生活照料、娱

乐康复等服务，着力打造更为人性化

的综合为老服务体系。

记者 冯秋萍 杨季峰

亭林幼儿园亭林幼儿园、、区第二实验小学学生表演南腔北调区第二实验小学学生表演南腔北调《《卖水卖水》。》。 记者记者 庄毅庄毅 摄摄

我区着力打造人性化综合为老服务体系

在金山，老年生活就是这般怡然自得
落实讲话 聚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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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首届校园戏曲节开幕金山首届校园戏曲节开幕

本报讯（记者 罗迎春 樊国庆）近日，“传承戏曲经典，弘扬民族文化”——金山区 2018首届校园戏曲节在华

东师范大学附属第三中学艺术剧场拉开帷幕。区委副书记程鹏等出席开幕式。

2017年我区开始实施“戏曲进校园”工程，目前已普及 46所校园，逐步形成了“戏曲进校园”工作的金山经验。

此外，我区“一条龙”戏曲特色文化也在有序推进中，形成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相互衔接、融合发展的

戏曲“一条龙”人才培养体系。

我与改革开放

金水湖产业社区获
第八届世界智慧城市
大会城镇环境奖

本报讯 第八届世界智慧城市大

会日前在西班牙举行年度颁奖典

礼。金山金水湖产业社区在生态建

设、绿色智能制造、智慧化城市治理

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受到评审组的高

度认可，被评价为绿色和智慧融合发

展的卓越城镇，荣获城镇环境奖。

金水湖产业社区建设主导“绿色

生态、智慧互联、活力安居”理念，社

区绿色建筑全覆盖，实现模块化智能

系统一次建设，相继启动使用金水湖

安防数据交互中心及金水湖“雪亮工

程”二级系统管理平台、智慧环保环

境监测系统等智慧管理措施。目前，

上海金山杭州湾双语学校已开学，吉

的堡双语幼儿园即将启动建设，上海

金山假日酒店（国际星级酒店）已正

式营业，五家地产商已入驻。电影

院、文创书店、健身会所、中西餐厅等

优质商业也已相继落成。

世界智慧城市大会（SCEWC）自

2011 年开始举办，至 2018 年已成功

举办了八届，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智慧

城市行业展会。

三家区属企业入围
上海重点商标保护名录

本报讯 近日，市工商局针对老

字号商标在外省市侵权多、商标抢注

多等问题，并结合此前制定的《上海

市重点商标保护名录》，公布了两批

219家企业的重点商标保护名录。其

中，金山区属企业上海凤凰企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凤凰”商标，红

双喜集团公司下属上海红双喜股份

有限公司的“红双喜”商标，上海实业

马利画材有限公司的“马利”商标入

围。

接下来，3 家企业将加强品牌建

设、讲好品牌故事、注重品牌培育，加

强老字号的保护和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