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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蟹簖？现在的青年人都没

见过，断然讲不出子丑寅卯。

簖，是指插在水里捕鱼、蟹用的

竹栅栏。“张”蟹簖就是把笼簖下到河

水里，紧连着岸搭个棚，披上柴草，放

在无人进出的河边。

螃蟹喜清水，又爱乐此不疲地爬

行。冬眠期过后，它们纷纷出洞，争

先恐后地在潮起潮落的河流里南来

北往。

河蟹一年长不到三两，味之鲜，

无与伦比，引无数掏鱼摸蟹者处心积

虑捕捉。

我 20 岁那年就张了个蟹簖。蟹

簖材料倒也不考究，主要是芦苇、竹

子、茅草，但过程很繁琐。首先要破

竹劈环，扎三只直径约一公尺的圈，

用芦苇结成莲子固定到圈上，靠底下

开一个洞口，洞里安装上用竹篾制作

的倒须盖，保证螃蟹只进不出，然后

用三根较坚实的竹子，分三只角，既

作主心骨又作脚，均匀地扣住圈环，

成了蟹簖。

螃蟹不会往死水里运动，潮水

越急它越活跃。因此，蟹簖张哪里，

选址很重要，一定要在潮水港里。

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需备一

根索。索不是柴索，得用茅草。茅

草晒干后，编成一个胳膊粗的辫

子。午间，将它一圈一圈盘了，内放

干牛粪点火熏，傍晚，将索拖到水

里，一头放到蟹簖洞口，一头沿水沉

到底下。螃蟹嗅到索上的烟熏味，

会顺着一路前行；簖里挂盏火，螃蟹

见了亮光，像迷失了方向的船民看

见了灯塔，一鼓作气冲向光芒。这

个时候需有人全程守候，不致进簖

的螃蟹逃出来。所以要搭一个棚，

放一张简易的床铺。螃蟹一旦爬上

来，动静很大，躺在铺上的人即使在

梦中也会被惊醒，扬手去抓，轻而易

举。

螃蟹与鱼一样，有灵性，荒凉幽

静的地方它们才放心大胆地肆意作

乐。但那时张蟹簖的人多，较理想的

地方早被人捷足先登了，我只能就近

在潮水平平的厍浜里守株待兔，每夜

只抓到两三只。

虽每夜不会徒劳无益，但那时货

价便宜，像样的螃蟹只能卖到七八角

一斤。娘要我抓两只送给有恩于我

家的挚友，我嘴上不说，心里却一百

个舍不得。

守候几夜，积少成多，攒到一二

十只螃蟹，我才提了去张堰赶早市。

为了赶上出工，我忍痛压价，很快出

手，捎回两斤不用黄豆调换的豆渣炒

了吃。

民谚：“蟹过立冬，影迹无踪”。

一入冬，河蟹要进洞休眠了，所有的

蟹簖要一个一个拔了出来，能废物利

用的派派用场，不能利用的塞进灶膛

里。抓蟹，只能静待明年。

住在金山新城的好处之

一，便是可以经常去海边散

步，散步的最佳时节在春秋

两季。春季阳光明媚，秋季

气候宜人，远眺一望无际的

海平线和零星点缀其间的船

只，心胸便会豁然开朗。

春秋两季，天天可以看

到海边有一对对拍摄婚纱照

的新人，他们在摄影师的带

领和指导下，摆着各种造型，

希望留下见证爱情的美好倩

影。

“老公牵着老婆的手往

前走！对，互相看着对方，

笑！”

“老公搂着老婆的腰，老

婆把手搭在老公肩上。对，

身体稍微前倾，含情脉脉看

对方，要深情一点！”摄影师

们或激情或幽默的喊声此起

彼伏，常常引得我和妻子驻

足观看。

看多了便发现，大多数

新人是在镜头前表演，他们是爱情主

角，却在婚纱摄影中充当演员。随着摄

影师的一声“OK”，他们很快出戏，等换

到下一个场景，再入戏。如此这般，按

摄影师要求做动作，配表情。

也偶尔看到镜头内外一直洋溢着

幸福表情的新人，但很少。

沙滩上的新人走了一批又来一批，

每天都在变换着。回想上世纪九十年

代初，人们结婚，很少穿婚纱。当时，我

跟妻子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算作新

婚纪念。其实，哪个女孩的心里不曾梦

想着身披婚纱款步而行的场景呢？对

妻子，我是有一份愧疚的。

看着新人们摆出各种 POSS，有时

我会想：结婚，是两个人相爱之后的完

满结局。然而这个结局，并不意味着从

此幸福安康。史铁生说：“童话是没有

说完的谎言”。所以，童话故事往往在

此结束，如果再继续下去，便是柴米油

盐的烟火日子，便是不得不把谎言说出

来的难堪了。童话是美好的，童话是我

们的向往，但生活不是童话，生活还将

继续，真正的现实生活恰恰在此开启。

因为接下来的课题，就是两人如何

面对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子，如何让爱情

在婚姻生活中得到保鲜，这是一个复杂

且需要智慧来解决的课题，也是一个需

要婚姻当事人一辈子去共同面对的课

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金山各乡

镇茶馆很多，店堂内总是座无虚

席。上茶馆的人多为听书，茶客里除

了商店老板、伙计，大多是附近居民、

农民、手艺人。待在茶馆听书是那个

年代最大众化的娱乐消遣方式。花

五分钱泡一杯茶，杯里茶水少了，跑

堂小二手提长嘴水壶马上给你添满，

台桌溅上水及时擦干，让人很舒服。

如果嫌口味淡，再叫上一碟五香瓜

子、带壳花生。进茶馆听书不花钱也

可以，当时人们叫“听长脚书”，意味

没座位，没有茶喝，只站在桌边听，

跑堂小二也不会赶你走，这种人大

多是背书包的学生，我也曾是其中

一员。

在茶馆听书，我们听得最多的

是农民书（也叫钹子书），有时也听评

弹，这要看老板兴趣和茶客要求。农

民书流行于黄浦江两岸乡村集镇，说

书人一张钹子，一只筷子，结合上海

方言语调，自击自唱，再加上唱山歌、

田歌韵律，很吸引人。每次开唱都是

老四句，印象特别深：“手敲小钹说

因果，口唱还将手势做，众人张口笑

眯眯，只为乡音说清楚”。当时听得

最多的是《七侠五义》《小五义》《玉

蜻蜓》《杨家将》等篇目。在亭林地

区，说书先生名气最大的是石耀亮，

他曾到北京演出还得过奖。还有一

个是夏其峰，他说书语调、身姿特受

听书人欢迎。一次他说《水浒传》中

“林冲风雪山神庙”片段时，他用钹子

当帽子，竹筷当长枪，把林冲在风雪

中的悲愤情绪表演得淋漓尽致，引得

书场内一片掌声。说书不是单讲故

事，说书人还得带动作，边说边演，再

加上手中的一片钹子，一根筷子的

敲打说唱，让观众沉浸在故事情节

中。

那个年代，学校里老师也会在下

午或晚上课余时间说书给学生们听。

那时作业少，老师跟学生关系也亲

密。记得小学教语文的老师姓江，是

无锡人。他说《隋唐演义》中李元霸与

师兄弟厮杀的片段时，双膝下蹲作骑

马姿，双手拿两把折扇作铁锤道具，用

无锡话大吼一声“放马过来”，这声调

引得全场大笑。后来“放马过来”就成

了同学间嬉闹的话语。回想在文化生

活贫乏的年代，听书乐趣真不少。那

时的故事大都是介绍除暴安良、英雄

侠义，使人听了长精神。

随着时代发展，电子产品逐渐增

多，网络时代活跃，人们不需要进茶

馆，只需要凭借有声读物在上下班路

上戴着耳机就可以听书，也可在家做

家务时听。在喜马拉雅、微信读书、

懒人听书等音频平台上随处可见醒

目的网络小说。据有关部门统计，截

至去年六月，国内有声阅读用户超

2.3 亿人。车载设备、智能音箱等硬

件发展与普及，创造出新的“听书”场

景，让听书更方便，更快乐。中国的

历史文化，传统文化也在新形式中得

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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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己亥年二月初九

近日，记者来到漕泾镇水库村长堰 10 组的

美丽宅基示范埭，看到宅基头上干净整洁，塑胶

跑道、假山、水池、儿童游乐园一应俱全。村民何

仁昌告诉记者，自从村里开始创建美丽宅基后，

大家多了一个休闲的场所。现在宅基上的每户

人家都自发维护宅前屋后的环境。“看到有垃圾，

我们都会主动打扫。环境好了，生活也越来越舒

心了。”何仁昌说。

通过创建美丽宅基，改变以往村民乱丢垃圾

等陋习，让大家共同创建整洁环境，是水库村乡

村治理的一项重要举措。村委会主任周继光告

诉记者，他们还会对每个宅基打分，制定奖罚机

制，促进村民自治。“一家创出来了，邻居看到了

也要创。通过一户带动五户，五户带动十户，十

户带动五十户。到目前为止，全村美丽宅基创建

率在 65%以上。短短三四个月，效果非常明显，

乡风也越来越文明了。”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

要求之一，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近年

来，我区通过自治、法治、德治等方式，不断推进

乡村治理，创建文明乡风，提升农村软实力，促进

乡村振兴。

同样是乡村治理，吕巷镇夹漏村则通过创建

“巷邻坊”党建服务点，让村里有威望的老党员作

为理事长，调解邻里纠纷，征求百姓意见，宣传党

的方针政策，构建文明乡风。

夹漏村党总支书记陈炜告诉记者，“巷邻坊”

不仅满足了百姓茶余饭后爱串门拉家常的喜好，

村民有急事、难事也都可以到点上反映。通过这

种群众帮群众，切实做到矛盾问题在点上发现、

在点上解决，快速的处置方式使很多矛盾被遏制

在了萌芽状态。如今，这样的服务点在夹漏村已

经有 11 个。“通过党建服务点上的学习，不仅对

党的知识、理论水平有所提高，最重要的是提高

了村民的凝聚力，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邻

里关系更加融洽了。”陈炜说。

近年来，我区还不断推进乡村民主法治建

设。一方面将法律服务延伸到最基层，实现“村

村有顾问”，另一方面，以村规民约形式推动乡村

治理制度化精细化法治化，并深化“民警兼任村官”双融入工作，推动

“电子走访”向农村宅基地延伸等，完善提升问题发现、处理和群众服

务机制三位一体工作架构。 记者 熊雪寒 林鹍鹍鹏

本报讯 （记者 金宏 林鹍鹍鹏 见习

记者 朱悦昕）春风催新绿,植树正当

时。3 月 14 日上午，区领导赵卫星、胡

卫国、杜治中、程鹏等前往漕泾镇开展

义务植树活动，与现场近 200 名干部群

众及志愿者一同挥锹培土，为宜居金山

增添一抹绿色。

当天上午 9时，天空下着零星小雨，

赵卫星一行来到位于浦卫公路和漕廊

公路路口处的漕泾镇林地建设项目所

在地，拿起铁锹、脚踩泥泞、培土扶苗，

栽种下一株株新树。植树过程中，赵

卫星还详细询问了我区绿化、防护林

地建设有关情况。大家三五成群，相

互协作配合，不一会

儿，原本光秃秃的空

地上，如同雨后春笋

般矗立起成排成列的

树木。

据介绍，本次植

树活动共种植各类

乔木 1500 余株，包括

榉树、桂花等多个本

土品种，种植面积达

18000 平 方 米 。 据

悉，漕泾镇林地建设

项目总占地面积 5.1
万余平方米，绿化面

积 3.9 万余平方米，

绿地内种植垂柳、银

杏、乌桕、栾树、樱花

等 56 种 乔 木 共 计

4090 株 。 项 目 西 侧

中心位置为一座近万平方米的人工

湿地，配置有多种颜色鲜明的水生植

物，周边设有排水系统、廊架、六角

亭、停车场、贯通式园路等，建成后将

与周边已建成林带共同构筑起城市

绿色生态屏障，进一步提升区域环境

面貌。

本报讯 近日，市政府批复同意《上

海市金山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2017—2035）》。批复显示，要推

动金山区建设成为打响“上海制造”品

牌的重要承载区、上海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先行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的桥头堡；到 2035 年，生态空间面积不

小于 354.28 平方公里，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不低于 20 平方米；发展包括铁路、高

速公路、快速路在内的快速交通系统；

加强轨道交通建设等。

根据批复，金山要突出城镇空间、

产业空间、生态空间和谐发展，形成“一

心一带、两轴四片”的空间格局。构建

金山滨海地区核心镇、3 个中心镇、4 个

一般镇和若干个村庄的城乡体系，按照

“保护、保留、撤并”三类方式，对村庄

进行分类指引，重点引导人口向金山滨

海地区核心镇和 3 个中心镇集聚。规

划建设金山滨海地区市级副中心、4 个

地区中心和若干个社区中心的公共中

心体系。在城市开发边界内划定 19.45

平方公里用地为战略预留区，为未来发

展预留空间。

此外，将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

度，建立永久基本农田分类管控体

系。金山滨海地区核心镇要按照不

低于中等城市标准建设，重点培育滨

海旅游休闲、科技创新等核心功能。

朱泾中心镇、枫泾中心镇、亭林中心

镇要强化特色产业支撑，提升地区性

的综合服务和公共服务职能，服务和

带动所在城镇圈统筹发展。

本报讯 近日，2018年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星级企业（园区）

名单公布，我区共有5家企业（园区）入选。其中，吕巷水果公园（上海

吕巷旅游管理发展有限公司）获评为五星级；荷风嬉鱼（上海荷风嬉

鱼实业有限公司）、花开海上生态园（上海花开海上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获评为四星级；点甜机器人智慧农场（上海点甜农业专业合作

社）、琮璞文化苑（上海琮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获评为三星级。

目前，我区获评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星级企业（园区）已达

20家，其中五星级2家，四星级6家，三星级1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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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领导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为宜居金山增添一抹绿

我区5家企业（园区）获评全国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星级企业（园区）

金山总体规划（2017—2035）获批
形成“一心一带、两轴四片”空间格局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八次会议举行

本报讯（记者 樊国庆）近日，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举行，听取和审议区六届人大四次会议议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审议决

定有关人事事项。会议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杜治中主持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区人大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对本区生活垃圾

分类减量工作开展专项监督的议案》，建议区人大结合本区工作实

际，从生活垃圾的源头减量、投入、收集、运输、处置、资源化利用，并

开展监督管理等活动，从末端处置问题入手，以倒逼机制形式，对“本

区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开展专项监督。

赵卫星赵卫星、、胡卫国等参加义务植树活动胡卫国等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记者记者 张鹏远张鹏远 摄摄

同凯中学：“大咖”带着青年教师一起跑

昨天一大早，市数学教研员黄华就

带领着世外教育集团的数学骨干专家

和成员来到同凯中学，一行 16人上午听

取徐志荣和沈晓雯两名数学老师的公

开课，下午再对公开课进行点评。

“每堂公开课都全程录制，老师上完

课可以看自己的视频，哪里不足，以后就

能加以改进。”同凯中学校长王菊如介绍

说，学校每周都有不同学科的专家过来

听评公开课，正是有了这些“大咖”的长

期指导，青年教师得到了迅速成长。

“我们学生最近获得了很多荣誉。”说

着，王菊如打开手机向记者展示了三十多

张奖状，有市级的比赛，也有区级的。“其

中，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非常具有

含金量，今后学生参加中考自主招生也

能凸显一定优势。”王菊如表示。

同凯中学自 2015年开办以来，一直

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学校签约

成为“馆校合作”单位，与上海科技馆、

上海自然博物馆一起开设博物馆课程，

五位教师被聘为“博老师”，寒暑假和双

休日期间常会组织学生进行课题研究，

每次都有十多名学生参与。学校还开

设了玻璃画课程，与上海玻璃博物馆合

作，让学生不仅提高绘画功底，还培养

孩子的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

“我希望从同凯走出去的孩子是全

面发展的。中考改革后，更注重学生的

综合素质，这也与同凯的办学理念相吻

合，参与实践，合作创新，教育不应该

‘唯分数论’。”王菊如说，语数英成绩固

然重要，但同凯中学对音体美、历史等

课程一样不松懈，科技节、艺术节、体育

节等校园活动层出不穷，鼓励学生创新

实践、培养个性，希望成为老百姓家门

口的优质学校。

实际上，能力和成绩并不矛盾，而

是相辅相成的。在日前全区中考第一

次统一模拟考中，同凯中学毕业班的学

生成绩排名在全区公立学校中位列第

三，这也让这所年轻的学校备受瞩目。

同凯中学由世外教育集团托管，享

受着金山和世外教育集团叠加的教育

资源。集团将优质的资源输送到学校，

每门学科的老师都能得到专家的指导

培训。特级教师史荣铨曾参与上海市

数学教材编写，退休后的他依然很忙

碌，除了在世外学校徐汇本部参与指导

教学，每周还来同凯中学给老师们评

课，甚至还每次都会撸起袖子为学生们

上一个半小时的课。此外，世外教育集

团还为同凯中学的老师提供了每年到

国外培训的机会。

“虽然我们的老师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但是他们有着无限可能。”王菊如表

示。目前，学校在编老师 79 人，研究生

学历占20%，（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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