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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午后，雨后初晴，地上还湿漉

漉的，空气中散发着雨后特有的青草

气味。小路一直通向奶奶家的村庄，

农家粉墙黛瓦，错落有致，几户农家炊

烟袅袅。

我走在乡间的田野，沐浴和煦温

馨的阳光，微风轻轻拂过，秀发扰得我

脸痒痒的。不知名的鸟儿卖弄嗓喉，

婉转歌鸣春光曲。细细聆听，就能听

到小竹桥下潺潺溪水的欢唱。

“哎哟！你回来啦！”抱着一篮蔬

果的二婶热情爽朗招呼着，她晒得黝

黑的脸上泛出红光。走进院子，我便

听见小黄狗的欢乐叫声。它摇着尾巴

按捺不住喜悦，绕着我乐呵呵地跑

着。奶奶蹒跚着小步，笑呵呵地迎了

出来，浓浓的乡音念叨着：“囡囡回来了

哇！”几个小孩从屋里奔出来，叫嚷“姐

姐回来，陪我们玩！”我端详奶奶，她的

背似乎更驼了，头发稀疏了许多，脸上

岁月的沟壑也更深了。她穿一件藏青

色碎花短衫，袖口挽得高高的。脚上

依然趿着一双黑面布鞋，上面沾满了

泥土灰尘。她微笑着接过行李，“你们

陪姐姐玩去”，孩子们听了便拉扯我去

了田间。

春天的田野，满是黄灿灿油菜

花，丝绸般闪烁光泽。跟着农家孩子

融进花海，嬉笑吵闹惹得团团簇簇金

黄菜花一阵摇曳。“嗡嗡”响不停的蜜

蜂，忙碌在花蕊间采蜜。几只白色娇

小粉蝶，直扑扑在我面前闪过翅膀，

我们便嬉闹着扑打蝴蝶。孩子们欢

乐的笑声，吵醒了树梢上打盹的鸟

儿，它们从绿荫惊窜向空中。鸟语花

香，心旷神怡。我们玩累了，依偎绿

树下，悠然数白云，真有陶诗人笔下

的情趣。日常囿居斗室身处嘈杂，我

简直陶醉了。

我们一直玩耍到太阳把西天染成

了玫瑰色，农家屋后的竹林树梢，归巢

的麻雀叽叽喳喳热闹极了。

晚饭也是很热闹，全家人围着大

桌子吴侬软语，有说有笑；乡音亲情，其

乐融融。孩子们也无拘无束，狼吞虎

咽。“囡囡瘦了，多吃点肉。”奶奶颤巍巍

地夹给我最喜欢的红烧肉，“这些年啊

——日子滋润多啦。”我看见奶奶喜乐

眸子里爱的慈祥。

乡村的夜晚，宁静而富有诗意。

远远传来蛙声或虫鸣，偶尔也有几声

狗吠，也许，那就是“蝉鸣林愈静，鸟鸣

山更幽”的意境。天上星星也格外明

亮，望着满天的星斗，似乎能听见星星

悄悄说话。

春天的乡村，充满诗情画意。我

真的找到了喜爱的乡音。

难忘的一件事

在我心中有无数件事，就像一

颗颗闪亮亮的珍珠在我心中来回信

步。

今年暑假，妈妈带我去北戴河

旅游。前几天，我们都是去一些名

胜古迹游玩，终于有一天，我来到了

心心念念的大草原。我们下了车，

只见一望无迹的绿色草地和蓝蓝天

空，实在太美了！好像这个世界上

就只有这两种颜色。

我们在大草原上放风筝、踢足

球。来到马场，我第一次骑了大马，

可是，我和妈妈不在一起，分成了二

队。妈妈着急地说：“小俞，妈妈这次

不能和你一起骑马，但不要担心，我

就在你前面，你朝前看，就能看到我，

你不要害怕！”我心里很担心，但是看

到妈妈着急，壮着胆子，大声地说：

“妈妈，不要紧，我是一个男子汉，我

不怕！”我来到一匹大马前，我看着这

匹大马，心想：这么大匹马，万一不小

心摔下来，一定疼死了。但是没有

办法，我硬着头皮，听着驯马师教我

的步骤，上了马，一开始，小心翼翼地

骑在马上，不敢乱动，后来胆子大了，

嘴里还大声地叫：“驾、驾！”我骑着

马，忽然，马停了下来，我心里急了，

驯马师急忙说：“不要担心，你踹一下

它的肚子。”果然，我的马继续走了。

终于，我的马到达了终点，妈妈在终

点等着我，我下马后，妈妈抱着我，自

豪地说：“小俞，你胆子真大，妈妈在

上面还害怕呢，你果然是妈妈的小

男子汉！”我也骄傲地说：“妈妈，骑马

真好玩，一点儿也不害怕！！”

通过这次骑马，我觉得什么事

都要尝试一下，不要害怕，凡事只要

努力，就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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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西湖

大自然是血液，它无声无息地证

明着这世间万物的和平。“欲把西湖

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就是美

丽的杭州西湖。

童年时，我随父母一起去过一次

西湖，现在对那柔情似水的西湖还依

稀记得。走在西湖堤上，两旁种着几

排垂柳，垂直长长的柔软柳枝随风飘

荡，婀娜的舞姿是那么优美，是那么

自然。当几只小麻雀停在她的腰间

歌唱时，旁边的溪水也在唱和着，发

出动听悦耳的声音。

我倚靠在一棵柳树前，静静地看

着周围的树，我发现每一棵树都在看

我。来到西湖旁，荷叶已将整个西湖

给填满了，每一片都像碧绿的玉盘，

上面装满了晶莹剔透的露珠，在阳光

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仿佛在与我交换

眼神。那些布满湖面的花骨朵儿，犹

如一支支的毛笔头，那些毛笔头上沾

满了紫粉色，仿佛要去晕染天边的朝

霞。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晕染使西湖

犹如一幅水墨画。

四周静极了，我能听见花儿绽放

的声音，能听见露珠在荷叶上滚动的

声音。我闭上眼睛，陶醉在这无比美

妙的天籁之音中，优美的音韵像灵泉

般涌了出来。此时此刻，我觉得它们

的音乐优于人间的一切音乐。西湖

的美景印在脑海中清晰可见，西湖的

美音漾在耳边此起彼伏！ 改变就是正能量
“少年不识愁滋味”，当初我只知

道与老师、家长作对；只知道和同学争

执打架；沉迷于网络无法自拔，上课沉

睡……

直到初三新学期伊始，我才真正

懂得什么是改变，什么是成长，什么才

是正能量！

记得预初班时，我的成绩虽然不

是名列前茅，可至少也在中上游，可随

着我对网络痴迷逐渐升级，成绩也一

落千丈，名次如同下降的电梯般愈来

愈低，上课也是两天打鱼，三天晒网。

到了初二，我变本加厉，老师的讲

课声在我耳中如同催眠曲，有时偷偷

拿出手机打游戏，有时抄同学的作业，

有时索性不做。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

力都花在网络上，天天玩到深夜，甚至

通宵达旦。成绩不仅在班级垫底，在

年级中也是倒数。由于我的不求上

进、自甘堕落，加上无视学校和课堂纪

律，老师在无数次劝说无果之后，也几

乎都选择了放弃。

在初二升初三前的那个暑假，

爸爸苦口婆心地跟我作了一次深入

谈心：“儿子，初三是人生中很关键

的一年，如果再不下决心把游戏戒

了，你会因为游戏而毁掉你的未来，

希望你在这个假期好好作一下反思

……”这次谈心，爸爸并没有说很多

训斥的话语，但是很多话令我醍醐

灌顶。我在心中反复问自己：为什

么我要为了玩游戏而放弃自己的前

途呢？为什么我要为了玩游戏而不

顾自己的身体常常通宵呢？为什么

……我所做的这一切到底值得吗？

也就在这个暑期里，我尝试着去

克服对游戏的沉迷，可是每每都以失

败告终。每次放下不久就又会不自觉

地拿起来，继续沉迷于其中。

快开学了，爸爸邀请老师来家中

家访，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手机

是你的毒瘤！手机会毁了你的一切，

甚至你的全家……”老师的话犹如一

道惊雷，让我终于痛下戒掉游戏的决

心。我把手机交到老师手中，让老师

帮忙保管。

这个学期是由于没有手机的缘

故，奇迹出现了：我不仅做作业的速度

变快了，做的时候也更认真了，并且正

确率也更高了，每天也会按时睡觉。

我的成绩自然也慢慢有所提升。

现在再回过头去想：当初我的那

些行为是多么无知，多么可笑。玩游

戏，玩掉了成绩，玩出了脾气，甚至可

能会玩掉未来。

班会课上，老师表扬我成绩快速

提高。顿时，同学们用赞赏的眼光不

约而同地看着我，同时爆发出雷鸣般

的掌声！我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心

中不禁默默地感叹：真是悔不当初啊，

浪子回头金不换。“古人贵朝闻夕死”，

老师的表扬，同学的认同，这也更坚定

了我认真学习的决心！

原来正能量就是幡然醒悟，勇于

改正错误，积极上进的处世心态，勤奋

好学的学习态度。正能量真的改变了

我！

（指导老师：濮明君）

山阳中学 张奕轩

金山小学 四（5）班 俞灏侹

同凯中学 八（4）班 陈欣蕾

乡音
教院附中 九（4）班 鲍珏

和
谐
社
会

桃
李
满
天
下

蒙山中学 六（8）班 干梓承 作 指导老师：蔡仁根

（篆刻） 渔村一隅（国画） 樊泽轩（15岁） 作

指导老师：陈卫峰

福寿（金山农民画） 食品科技学校 1706班 闫硕 作 指导老师：王阿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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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民营企业在行动

本报讯 （记 者

傅嘉骏 见习记者 朱
悦昕 周桐）近日，区

民营企业家沙龙活动

举行。区委书记赵卫

星指出，民营企业要

进一步坚定发展信

心，有眼光、有定力、

有匠心，努力把企业

做大做强；政府部门

要当好服务企业的金

牌“店小二”，树立“无

事不扰、有求必应”的

理念，着力解决企业

反映的困难和问题。

赵卫星指出，当

前经济形势稳中有

进、稳中有变，企业要

进一步树立发展信

心，放远眼光，通过多

种交流学习活动开阔

视野、丰富学识，做到

“立足金山看大局，跳

出金山看金山”；要练

就定力，通过对企业

发展的整体谋划，规

划落实未来发展方

向；要追求匠心，通过

不变的匠心精神践行

企业责任和担当，成

为我区经济发展的重

要力量。政府与企业

是命运共同体，政府

部门要开展更多优质

的服务保障工作，优化企业交流平

台，丰富互动交流形式，提供更多交

流学习机会，形成长效的政企对话机

制，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会上，福卡智库首席研究员王德

培就民营经济如何高质发展作主旨

演讲。现场，民营企业家代表就企业

环保、互联网+、企业管理等方面进行

提问交流。

“阿婆，午饭来了，还是热乎的

呢！”上午十一点前，吕巷镇夹漏村的

“爱心助餐”志愿者姚辉就把饭菜送

到了陈阿娟老人的家中。陈阿婆今

年 86 岁高龄，儿子、儿媳由于外出打

工，平时都是她一人在家。自从志愿

者“送饭上门”以后，陈阿婆一餐只需

支付 5 元，就可以吃到荤素搭配的可

口饭菜。“现在天气冷了，也能吃到热

乎的饭菜，对我们老人来说真是太方

便了。”不用走出家门、不用下厨做

饭，送饭上门的服务让陈阿婆感到很

贴心。

其实刚开始，志愿送餐的大多是

村里的“热心人”，没有组织，甚至出

现过漏送的情况。今年起，夹漏村开

始筛选志愿者，成立了“爱心助餐”志

愿服务团队，并为每名志愿者配备了

统一的“蓝马甲”，这让志愿者们感到

了团队的责任与义务。“送的时间长

了，和老人们的关系也变得亲近了，

他们都喜欢叫我们‘蓝马甲’，能为老

人服务我们也感到很高兴！”志愿者

何雪军说。

据了解，夹漏村有近60位老人需

要送餐上门，他们大多是独居、孤老或

腿脚不便的高龄老人。目前，“爱心助

餐”志愿服务团队已经吸纳了 7 名固

定志愿者，每天他们都会身穿“蓝马

甲”穿梭在田间埭头，风雨无阻地为老

人送餐。作为夹漏村“爱心助餐”志愿

服务团队的负责人，姚辉表示，自从队

伍成立后，志愿者更有积极性，相互之

间的凝聚力也更强了。

去年 12月 1日，《志愿服务条例》

正式施行。一年来，我区志愿者队伍

不断壮大，公益基地数量逐步增多，

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浓厚的志愿

服务氛围。除了群众自发性的成立

志愿服务队，区党建服务中心则通过

“党建+公益”的形式，开展了“党建+
社区公益”“党建+小微公益”“党建+
四季公益”“党建+毗邻公益”等各类

活动，其中，社区公益已经筹集了

5300 万元资金，惠及 10 万名群众。

如今，区党员志愿服务总队、各街镇

党员服务纵队、村居支队，三级队伍

的全面建立，更好地将志愿服务送到

了基层。

今 年 ，区 党 建 服 务 中 心 荣 获

“2018年上海市十佳公益基地”称号，

还建立起 43 个党建阵地。接下来，

区党建服务中心将充分发挥平台作

用，继续推行“党建+公益”模式，征集

“微心愿”，让全区党员及社会各界的

爱心人士一起参与，更有针对性、更

有效地开展志愿服务。据统计，截至

11月底，我区实名注册志愿者134368
人，注册志愿服务团体 1071 个，志愿

服务项目 11347 个，总服务时长 421
万余小时。 记者 武云卿 杨季峰

本报讯（记者 李谆谆 见习记

者 刘祚伟）12月4日，金山区庆祝改革

开放40周年文艺演出举行。演出以40
年来金山市民群众感受最深的 10 件

事为主线，通过朗诵、情景剧、合唱、歌

舞等多彩文艺形式，全景式呈现金山

改革开放 40 年的巨大变迁和发展成

就。区委书记赵卫星出席并致辞，区

领导杜治中、王美新、程鹏等出席。

演出中，一个个生动精彩的文

艺节目串联成一列“时光动车”，载

着观众“闪回”历史长河，探寻金山

改革开放 40 年来走过的“光阴的故

事”。1980 年，金山农民画首次进京

展出，如今早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迄今远赴 33 个国家和地区交流，成

为“上海文化”品牌的一张靓丽“金”

字招牌；2004 年，金山建起“城市沙

滩”，浊浪滔天的恶滩险滩变身海碧

沙细的黄金岸线，热波音乐节、国际

啤酒节、音乐烟花节在此轮番上演，

上海从此多了一条美丽的生态岸

线、“酷炫”的生活岸线；2010 年 9
月，百联金山购物中心开业，2015 年

7 月，金山万达广场落成，为市民织

成便捷的“金山商业网”；2012 年 9
月 28 日，金山铁路通车运营，首创全

国铁路公交化运营，使金山纳入上

海市区半小时经济圈；2015 年 10
月，廊下郊野公园在全市率先开园，

以“生态·生产·生活”为主题的郊野

公园，走出一条大都市农村农业发

展的新路……

一桩桩民生“体感”强烈的重大

工程、惠民实事，令现场观众深深动

容。“节目中反映的时代变迁和历史

故事，我都亲身经历过、感受过。今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40 年对于我

们国家来说是一次飞跃，对于金山同

样如此。通过今天的节目追溯发展

足迹，我更加强烈地感到改革开放对

于中国，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重

要性、必要性。”一位土生土长的金山

观众告诉记者。

今年 10 月，经市民票选，“金山

改革开放 40 年来群众感受最深的十

件事”出炉。十件事按时间顺序依次

是：金山农民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金山联合建政撤县建区，金山区、复

旦大学、上海石化合作共建金山医

院，建设城市沙滩打造生活岸线，金

山中学创建成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

高中，枫泾镇成为上海首家“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金山铁路通车运行，百

联、万达等落户金山，廊下郊野公园

在全市率先开园，金山区最大水利工

程项目——西部防洪工程项目竣工。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金山正以

“追赶式发展”的坚定步伐，奋力实现

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经济方面，金山

产业布局日益优化，发展了以和辉光

电为代表的四大产业集群，形成了凤

凰自行车、石库门黄酒、红双喜器材

等知名品牌，杭州湾北岸先进制造业

基地正加快建设；城乡面貌焕然一

新，滨海城区拔地而起，国内首条市

郊城际铁路金山铁路支线开通运营，

金山正在建设成为上海西南独立的

门户型节点城市；社会事业蓬勃发

展，去年获得全国文明城区提名资

格，近年来新建中侨学院、区文化馆、

图书馆、区体育场等场馆，社会事业

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生活大幅

改善，在全市郊区率先实现了集约化

供水，环境综合整治取得显著成效，

更多群众感受到改革发展的温度和

幸福的质感。

知往鉴今，是为了汲取40年来改

革开放的智慧和勇气，更加坚定改革

开放再出发的决心和步伐。赵卫星表

示，40 年的沧桑巨变告诉我们，改革

开放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

力，必须始终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出路，必

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型

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

必须始终坚持转变发展方式；人民福

祉是改革发展稳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

脚点，必须始终坚持共建共享，努力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金山将以改革开放

40周年为新起点，高举新时代改革开

放伟大旗帜，以更大勇气、决心和智慧，

勇于挑更重的担子、啃最难啃的骨头，

努力成为打响“上海制造”品牌的重要

承载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先行区、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桥头堡。

12月4日是我国第5个国家宪法日。当天，我区举行2018年新任职国家工

作人员集中宪法宣誓活动，来自全区147名今年新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面向国

旗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展现了大家依法维护宪法权威，依法维护人民

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崇高信念。区委副书记程鹏等出席。

“作为今年新提任的干部，在这样庄重的场合下宣誓，我更加感到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我们将以宪法的精神为指引，恪尽职守，做好自己的工作。”区

府办副主任、合作交流办主任、联发办主任胡郁表示。

据悉，我区将以宪法日为契机，陆续开展法律进社

区、进企业、进学校以及司法开放日等系列活动，加强宪

法宣传教育，大力弘扬宪法精神。

记者 朱林 朱奕/文 张鹏远/图

金山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文艺演出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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