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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读钱钟书先生的《围城》

一书时，我还是小青年，感觉书中

主人公方鸿渐是个花花公子，可怜

又可悲。对书名《围城》也不理解，

只知道主人公在爱情、婚姻、职场

等方面不顺利。

最近重拾《围城》一书，才发现

钱先生对人生的理解颇为深刻。

书中第三章借褚慎明之口说出英

国的古话：“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

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子内的

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

没有了局”。方鸿渐是个悲剧式人

物，既想进围城，又进不去，进了围

城又不断渴望出城，生活好像故意

与他作对。他不想结婚，但父亲却

塞给他一个老婆，却也因祸得福，

有机会出国留学；他不想什么学

位，父亲与岳父不断催促，不得不

买个假文凭；他不爱苏文纨，他真

正爱的是唐晓芙，却因种种原因不

了了之；到了三闾大学，他不愿意

在履历表上填假学历，以求心理平

衡，却受到外文系主任排挤；他最

终想在婚姻围城中寻找一份安静

生活，最终又失去婚姻。钱先生在

书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困境：

不断的追求和追求到成功后产生

不满和厌烦情绪；人生交织着希

望、失望、欢乐和痛苦等情感，这一

切让人感慨，让人深思。

方鸿渐的围城源于他的性格，

他优柔寡断，缺少勇气，他的性格

也是那个时代造就的悲剧。杨绛

先生在书的附录中说，方鸿渐和他

的父亲、赵辛楣、苏小姐等都是人

类复合体。他们象征了那一代知

识分子在黑夜里找不到出路，只能

沉湎于感情世界的悲伤和无奈。

钱先生在书里用很多笔墨写

男女关系。书名《围城》即是点题：

“人生处处是围城，结而离，离而

结，没有了局，存在着长久的困惑

和困境。要打破生活中的围城，必

须要以真诚态度面对生活中的人

和事，经过努力奋斗、创新才是打

破围城的根本。”

敢于冲出围城的人是世界进

步的推动者。我想，新时代的年轻

人要以围城为借鉴，树立信仰梦

想，打造一份广阔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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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乘车经过亭枫公

路，看到整洁宽敞的马路，突然想起

30 年前的往事，也想起了我的丈夫

王大均。

30 年前，金山工农业总产值连

年居市郊之末，“金山”实为“穷

山”。金山经济上不去的原因很多，

交通落后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之

一。但由于种种客观因素，金山县

公路建设长期徘徊不前，1979 年至

1984年，全县的公路建设几乎为零，

严重阻碍了金山经济发展。

当时，上海市公路管理部门决

定投资两亿元新建和改建一批高等

级的公路，时任金山县建设局局长

的王大均听到这个消息简直乐坏

了。在他的努力争取下，市公路管

理部门同意将这个项目落在金山。

可是，市领导也提出了几条“苛刻”

的条件：一是用于公路建设的 150

亩土地必须无偿提供；二是土方费

减半付给……这几个条件，大家折

算一下，金山要“损失”约 2000 多万

元。经过商讨，最终区领导还是决

定答应要求。因为从眼前看，金山

县“损失”了 2000 万元，但公路建好

后，换来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是无法

估算的。

项目落地后，王大均担任“亭

枫公路”“亭卫公路”总指挥，他从

工程选址、勘察、动迁到施工、验

收，时时紧盯。王大均不仅狠抓工

程质量，还向设计部门提出合理化

建议十余条，为政府节约经费近千

万元。

在“两亭”公路建设过程中，张

泾桥 1 号墩台 11 号钻孔运行时突

然断了，掉到河底下 170 米的深处，

这种情况在建筑公路时很少遇到。

人们奋战数个昼夜，终于把断钻从

河底打捞上来。但第二次开钻没多

久，钻头又断了。工程遇到了“拦路

虎”，金山县委、县政府、县水利局、

亭枫公路指挥部领导一次又一次到

现场察看，研究新的施工方案，最后

大家采取了群柱连柱的方法，攻克

了难题，保证了施工进度和桥梁质

量。

施工期间，一天晚上下着大雨，

亭枫公路指挥部工作人员对重点工

作点进行检查。当查到金山大桥东

坡高填土时，发现有塌方的危险。

大家马上驱车前往公路所第三工程

队，落实抢修工作。归途中发现大

桥一侧已塌方，指挥部马上组织 40
名民兵赶赴现场抢修。此时，雨越

下越大，风越刮越紧。风雨中，虽然

大家连眼睛都眼不开，但仍脱掉雨衣

赶紧抢修，一个小时后，终于排除了

险情。

“两亭公路”项目完工后，人们

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王大均却突

然感到晕眩，脑子里出现短暂空白，

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患有高血压。

其实在工程修建时，王大均也经常

感到头晕，但因工程需要，他没有及

时到医院检查。

“两路一桥”通车后，王大均在业

余时间带我去看崭新宽旷的公路和

造型优美的金山大桥。来到金山大

桥上，我看到4米多宽的旧桥仍然在

那。“这破破烂烂的旧桥很难看，为何

不拆？”我问王大均，他说：“不拆。这

可以做人行道，而且这也是日本侵

略者留给我们的屈辱历史证明，听

说在解放朱泾时桥上牺牲了很多战

士，部队从东向西冲进时，一个连长

骑马奔驰过，不幸遭遇冷枪，当场牺

牲。将桥保留下来，也是为了纪念

那段历史。”

□闫俊路 歌

捉 泥 鳅
泥鳅俗称河鳅，短小滑溜，不易

抓住。因此人们一般用网到水沟里

捞，而我小时候是用畚箕到水田里

捞。

一块田，四只角，因角头要进水

排水，故农民在整田时有意将角头

整低一些，保证出水快。地势低了，

水位高了。如此，水田里的泥鳅一

齐涌过来在那肆意翻滚。特别是炎

热的中午，泥鳅们忘乎所以地在秧

苗间穿梭，把一方水搅得波澜起伏。

小伙伴们拿着畚箕，闯到水田

中，在田角里畚泥鳅。但步入水稻

田，再小心也会踩到里面的禾苗，有

的小伙伴没经验，会把禾苗踩得东

倒西歪，有的干脆被踩进了烂泥

里。踩坏了基本苗，就势必会造成

水稻产量损失。

正当大家追赶泥鳅时，忽听东

南角一声喊：“好得嘞！想吃饭伐？”

老远见队长赤着胳膊站在塘岸上双

手叉腰，怒不可遏。小伙伴们“哄”

的一声全散开了。

可是队长刚一转身，就有胆大

的小孩“贼心不死”，继续跑进水

田。队长像长了千里眼似得，一回

头，喊的声音更大了。不过此时大

家已知道他是在吓唬我们。于是，

参与畚泥鳅的人明显增多。队长泄

了气，没有了脾气。

我提着战利品回家，心想娘一

定表扬我，不料娘扬起手假装要打

我：“侬几岁呀？去畚河鳅，弄的头

发都是泥。”娘骂归骂，却连忙拿出

莱刀杀起了泥鳅。晚上，浓油赤酱

烧了两大碗。许久没尝到荤腥的

我，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尝到了甜头，我自然不会罢

休。翌日吃过中饭，偷偷溜出去；在

树荫里乘凉的老奶奶见了我带的

“家什”，便明白了。她在背后喊：

“小弟，侬人小，拿畚箕吃力，换脚炉

盖省力点。”

用脚炉盖，确实灵巧省力，但炉

盖浅，泥鳅容易蹦出来逃掉，不合

算。

畚泥鳅讲究“割地分割”。我家

附近的那几块田是我的“营盘”，别

人休想插进来。一圈转下来，我收

获频丰，泥鳅多得吃不完。听人说，

泥鳅拿到镇上卖，三分一斤。但娘

每天要出工，我连秤也不认识，断然

卖不了钱。奶奶说：“三分一斤不合

算，晒干储存着慢慢吃。”

泥鳅经多日曝晒成干，像冰块

一样坚硬；滴上几滴油，在饭锅里炖

了，闻着香喷喷，嚼着有韧劲，滋味

鲜得不得了！

野生的泥鳅鲜嫩可口，价廉物

美。但自农田里施了氨水，打了农

药后，泥鳅日愈见少。菜场水产摊

上，人工养殖的泥鳅逐渐多了起

来。但其肉质稀松，像注了水，火头

一旺，成了泥鳅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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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谆谆 见习记

者 刘祚伟 通讯员 崔怀义）近日，金

山新城区、山阳镇重点区域河道整治

工程在龙山路海盛路口举行开工仪

式，这标志着以“金城湖”为核心的区

域重点河道综合整治项目正式拉开

序幕。据悉，这是金山继金水湖后，

又一座人工湖，也是金山新城区、山

阳镇重点区域河道整治工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届时将大大提升区域防汛

排涝能力，改善区域水环境，改善周

边城市环境，成为金山新城的一座新

地标。

区水利管理所河道科副科长张

海军介绍，近年来，随着金山新城区

的飞速发展，新城东南片区河道水环

境面貌日渐复杂，主要体现为区域内

部分河道规模不满足规划要求、河道

水质状况不佳、岸坡形象杂乱、河网

水系结构不尽完善等。此外，工程沿

线河道没有防汛通道，遇到防汛防台

等突发情况将不利于工程抢险及物

资运输，也不利于堤防日常巡查、管

理。因此，该区域内河道整治工作迫

在眉睫。

针对新城东南片区河道水环境

状况日趋严重的状况，区水务局通过

调研，结合新城区域规划，在多方努

力下，对该区域整治形成以新开金城

湖为核心，结合周边河道综合整治的

治水思路，同时还将其列入 2018 年

金山区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金山新城及

山阳镇，北至龙皓路、南至龙宇路、西

至老龙泉港、东至油车港，总投资约

2.6 亿元，计划 2019 年底完工。主要

整治范围包括油车港、新庵港、马桥

港、公园河、长堂河、陆家河、老龙泉

港 7 条河道，共计 7.69 公里。其中，

新开金城湖湖泊 1 处，规划水域面积

约 80 亩，位处新城区的长堂河拓宽

段，北至龙翔路、南至龙山路，俯瞰形

成一个“净化之肺”的形状。

该工程建成后，将有利于区域水

生态修复，进一步提高地区防洪除涝

能力，加快区域绿色化发展，打造绿

色生态城镇，持续改善城乡水环境面

貌，增加城镇的宜居指数，打造“人水

相亲”的人居环境。同时，通过建设

湖泊达到汇流、集流、蓄流、导流、洁

流的效果，形成河渠、湖泊相结合的

湖区，同时，将依托金城湖建设，打造

水绿相融、城景相生的生态绿核。

本报讯（记者 金
宏 见习记者 朱悦昕）
1月 16日，2018年度金

山区基层党委（党工

委）书记抓党风廉政建

设述责和基层党建工

作述职评议会举行。

区委书记赵卫星出席

并强调，要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把党建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把党建

成果转化为发展成果；

要聚焦高质量创新发

展，把基层党建工作一

抓到底，把党风廉政建

设一严到底；要按照新

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围绕三个导向，动真

格、下苦功、出实招，使

两个责任成为金山党

建的品牌，不断提升我

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基

层党建工作质量。区

委副书记、区长胡卫国

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

程鹏等出席。

赵卫星在认真听

取汇报和点评后指出，

要将基层党建工作和

党风廉政建设抓在手

上、扛在肩上，全面做

好管党治党工作，把抓

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

牢牢抓住发展第一要

务，两者之间要相互促

进、相互统一。要强化

党建引领、制度创新、

基层活力，把基层党建

工作一抓到底，并坚持

“四责协同”，知责明责

更加明确，履责督责进

一步深化，考责问责更

加严格。

赵卫星强调，“动

真格”就是要在工作中

压实工作责任、提高工作水平，特别

是基层党委（党工委）书记作为第一

责任人，要沉下心来研读新文件、研

究新要求，成为党建工作的行家里

手；“下苦功”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

针对实际问题和切实需求认真整改；

“出实招”就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聚焦

薄弱环节，打造新的品牌，形成新的

优势，进一步助推我区高质量发展。

进入腊月，在“花开海上”生态

园，300 亩梅花即将迎来热闹的盛花

期。园区负责人盘点过去一年“收

成”：生态园做到了月月有花可赏，全

年接待游客 32 万人次，门票收入 350
万元。

此时，在生态园一旁的待泾村，

村党总支书记姚民军也在算账——

“花开海上”的门票收入，有 10%是村

里的分红；同时，周边的林下停车场

收入全归村里；此外，村民还拿到了

流转费、打工收入等“四金”“五金”；

未来，村里 10%的闲置农宅，还有“大

文章”可做……

从一座大型“花海”出发，悄然奏

响乡村振兴“产业兴旺”舞曲——这

个昔日“穷村”，如今已摇身成为远近

村子羡慕的对象，并吸引年轻人纷纷

回乡施展身手。而这些，才只是一个

开始。

“金山正在努力成为上海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先行区。产业兴旺是

乡村振兴的关键，先行区必须先‘富’

起来，才能切实提高农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区委书记赵卫星告诉记者，

接下来，金山将通过激发农村三块地

的活力、三产融合的动力、社会资本

的引力，不断探索完善村级经济和农

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机制，让乡村振

兴在金山“全面开花”。

穷村，如何成了“网红”景点
74 岁的徐连生，是待泾村 16 组

的村民。虽然已是退休年纪，但他并

不愿意闲着，而喜欢每天在“花开海

上”待着，在园中种树、种花、施肥、拔

草，忙得不亦乐乎，“那里空气好，还

可以和老伙计们一起干活聊天，开心

啊”。

说起去年收入，老徐颇为自豪：

“我在生态园打工，每月收入在 2500
元左右。另外，我每月还有 2500 元

的养老金。家里 4.5 亩承包地，已经

流转了出去，每亩每年有 800 元流转

费。一年下来，我和老伴收入加起来

有八九万元，根本花

不完……”像老徐这

样 ，待 泾 村 常 年 有

120 位村民在生态园

打工，高峰时更可达

到160人。

这样的好日子，

“徐连生”们以前想也

不敢想。要知道，长

期以来，待泾村可是

个名副其实的穷村。

这里位于朱泾镇的最

西面，村民去一趟镇

上都不容易，更别提

引进产业项目了，于

是，村民以前只能去

隔壁枫泾镇打工；更

让人头疼的是，由于

地势低洼，村民种庄

稼也难有好收成。于

是，早在十多年前，村

里只好把部分土地流

转出来，提供给一家公司种植苗木。

如何在保护好生态的前提下，激

活低效土地、给农民带来真金白银？

这成为摆在朱泾镇面前的一道难

题。经过了反复思考和研讨，镇里最

终决定走“以乡村游带动三产融合发

展”的道路。2014 年，朱泾镇调整规

划，从村民手中流转出土地，引进社

会资本杭州蓝天园林生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对 1984 亩林地进行整体

开发，其中 600 亩用于打造“花开海

上”生态园。

2016 年 10 月，“花开海上”生态

园开园，凭借绚烂花海的超高“颜值”

一炮而红，很快成为沪上市民竞相

“打卡”的网红景点。开园才两年多，

这个偏远乡村里的生态园，已累计接

待游客60万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探

索了与村民的利益联结机制。“从社

会资本进入待泾村伊始，朱泾镇就和

项目运营方达成共识，（下转第2版）

本报讯 （记者 朱奕 见习记者

朱悦昕）1月 16日下午，区委副书记、

区长胡卫国主持召开区委中心组

2019 年第一次集体学习会。区领导

杜治中、王美新、程鹏等出席会议。

会上，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副主任、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常务

副主任阮青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新格局新规划》专题辅导报告，围绕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背景、重点领域推

进情况、下一步工作考虑等内容进行

了深刻阐述。

胡卫国在认真听取报告和发言

后指出，全区上下要高度重视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给金山带来的机遇，

做到主动对接、主动融入、主动布

局，更好地接受长三角地区发展的

辐射；要注重点线面结合的工作布

局，以金嘉联动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张江长三角科技城、长三角路演中

心、长三角田园五镇现代农业园区

等为“点”发挥辐射作用，以亭枫发

展带等为“线”发展重点产业，点线

结合助力全区“面”上工作做到主动

承接、全方位推进；要更加完善协作

共进的发展机制，积极发挥毗邻党

建在跨界融合中的引领作用，推动

党建工作从简单连接转向精准对

接，从而构建联动发展共谋、基础设

施互联、公共服务一体、平安建设协

作的新常态，进一步丰富两地三方

合作内涵。

本报讯 1 月 10 日，区经委联合

环治办对我区 2018 年 6 家企业的环

境综合整治项目开展现场验收。经

现场检查，6家企业均已停产，设备拆

除基本完成，人员已妥善安置。

据悉，2018年我区产业结构调整

工作全面衔接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年

度计划完成 42 个关停项目，至此所

有项目全部通过验收，圆满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

下一步，相关镇（工业区）将建立

灵活畅通的沟通机制，全力以赴做好

2019年新一轮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确

保整治实效，防止反弹回潮。

朱泾待泾村以“产业兴旺”牵动乡村振兴，全方位提升百姓获得感、幸福感

“花开海上”，花儿开在了村民心上

胡卫国在区委中心组新年首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面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要主动对接、主动融入、主动布局

2018 年环境综合
整治区域产业结构
调整项目收官

金山新城区、山阳镇重点区域河道整治工程开工

新城开挖“金城湖”新岁又添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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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海上”生态园内，成片的红色花朵在河道旁肆意盛开，一眼望去非常壮观。游客前来

赏花海，体验都市郊区生态旅游独特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