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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

4 月 23 日为“世界读书日”，鼓励更

多人去阅读和写作，保护知识产

权。读书本是很私人的事情，却设

立节日，可见人们对读书重要性的

认可。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素来就

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无论是皇室

官宦、士绅富贾，还是农家佃户、贩

夫走卒，只要有能力者，无不让子

弟拜师读书，以开拓其智，启迪其

德。

读书除了求学求识之外，还可

以修身立德。孔子曾说：“君子食无

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

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要

求学生摒弃衣食住方面的物质奢

求，专心向学，求教于有道德学问的

人，并以自己的学问来弘扬道德精

神。阅读能够修养身心、拓展心胸，

甚至为取得职场成功提供帮助。据

牛津大学社会学家调查显示，阅读

对人类职业水平的影响远远超过电

影、音乐和社交。

爱书之人拿到书时会认真阅

读。认真读书并非如古人所说的

那样“头悬梁锥刺股”，而是要用

心、投入、仔细思索书中深刻的道

理，化知识为智慧。随着社会的发

展，人们物质生活不断丰富，但精

神世界却日渐苍白，不少人喜欢看

电视、打游戏，使书本离我们渐行

渐远。

在以色列，小孩一出生，父母就

能领到两张卡，一张出生卡，一张读

书卡。这是告诉父母，你的孩子出

生了必须阅读，作为父母必须教会

他阅读。这正是以色列虽小，却令

世界不敢小觑的原因之一。

读书节即将到来，让我们重新

认识读书的重要性，坚持认真阅

读。阅读应该成为终生承诺，做到

与书相伴，无怨无悔；与书结缘，有

情有义。

随着人流，我走出了剧院。话

剧《生命行歌》演出结束了，我的思绪

还沉浸在剧情中，萦绕我心头的不仅

是演员的精湛演技，还有两首诗。

第一首诗是《飞鸟集》第82首，

剧里引用了其中最著名的两句：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

美。”作者是印度诗人泰戈尔。

剧中的主人公，是舒缓疗护病

房中的病人，他们准备在这里走完

人生最后一段路，在他们身边的是

陪伴、关怀他们的医护人员。在这

特定的环境中，引用这两句诗显得

特别贴切。导演在艺术处理上，做

得也很到位：把这两句诗放大，展

现在顶幕上，让观众看得明白；又

通过演员充满激情的演讲，使诗的

意境和戏的主题得到全面提升。

生与死，是人生的两个端点。

生是偶然的，自己无法选择；死是必

然的，人人无法回避。偌大的世界，

每天有人出生，也每天有人死亡。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谈生是欢喜、眉

开眼笑的，谈死是沮丧、认为“触霉

头”的。虽说能够理解，但过分忌讳

死亡，容易漠视人生规律。

第二首诗是白居易所作的《赋

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

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

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

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诗人用草

的一岁比作人的一生，既形象又生

动。人类社会一代代地更替，正如

野草“一岁一枯荣”。草有枯荣盛

衰之规律，人有生老病死之常态，

这是万物生长的自然法则，理应正

面视之，泰然处之，无须远而忌之。

剧中搭配诗歌《赋得古原草送

别》的背景音乐优美动听，使人陶

醉。孩子们歌咏时，那娇嫩稚气的

童声、动听的旋律让人动容；病员

们歌咏时，那浑厚苍老的声音、乐

观向上的情绪感染着观众。导演

安排垂危老人和活泼孩子同台登

场，同唱一首歌，深化了新老交替

的主题。

离世是自然规律，如何离世则

需要人情关怀。优雅地、体面地、

有尊严地离去，是世人共同追求的

目标。

我的童年是在祖父母家度过，

那里是我的故乡。它是金山工业

区南面的一个小村庄，是一条有着

二十多户人家的长埭。埭后是一条

东西向小河，每家屋后都种有一片

竹园，家家户户都掩映在葱绿竹园

中，远远望去像是一条绿色的长城，

把整个村子包围住，十分美丽。白

天炊烟在竹丛拥簇的小村上空升

起，婀娜飘摇，渐疏渐淡，融入碧

空。夜晚，星月朦胧，暗香浮动，小

村在间或鸟鸣犬吠之声中显得优

雅静谧。

竹林是我童年的乐园。春天竹

林里的幼笋从地底下钻出，生机勃

勃。我跟着手拿笋铲的奶奶低头寻

觅幼笋，由于身矮眼尖，总比奶奶先

一步找到春笋。炎炎夏日，我们几

个小伙伴光着上身，赤着双脚，躲进

荫凉的竹林中，一会儿爬竹竿，一会

儿掏鸟窝，有时随意摘几片竹叶卷

成竹哨，吹出不知是什么音调的声

音，得到的也是同伴们的赞扬、欢

笑。有时跑到竹林边的牛车棚下

玩，看着清澈的河水从车兜里流进

水沟，忍不住会跳下水沟寻找小鱼

小虾，或相互泼水嬉闹。到了秋天，

竹林里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竹箬，我

们便在竹箬上席地而坐，下象棋，看

连环画，或者捉迷藏。冬天，我经常

倚在碗口粗的老竹上，看微风轻拂

翠竹绿叶，听竹枝轻碰之音如笙如

萧，盈盈贯耳。下雪天，我就和小朋友

一起在竹林空地上用小竹竿支起一张

小竹匾，地上撒些米粒，手拿和小竹竿

连起来的绳子躲在远处等待麻雀上

钩，待麻雀钻入竹匾下，我们就抽下竹

竿，麻雀成了笼中之鸟。抓到麻雀，我

们把它放在笼子里养起来，看麻雀跳

跃很开心。

故乡的竹林不仅陪伴我度过美

好的童年，还帮助家乡人度过一段

艰难岁月。上世纪六十年代物质条

件比较匮乏，我家虽住在镇上，但副

食品很少，米饭也经常吃不饱。当

时乡下的伯父常挖些竹笋、山芋给

我家改善伙食。因为每家农户都有

竹园，所以会竹艺的农民很多，他们

在农闲时砍些竹子编成竹篮、竹箩、

竹席到镇上去卖，换些食物回来。

竹子有着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和

坚忍不拔的风骨，无论风霜雨雪，它

们一年四季都青翠挺拔。正是故乡

的竹养育了故乡人，塑造了乡民们

坚忍不拔的品格。现在故乡的土地

被征用了，乡民们搬离了有竹林的

长埭，住进了镇里的高楼，我曾眷恋

的竹林变成了厂房。年岁渐长的

我，常常想起童年时在竹林度过的

欢乐时光。

苏州山塘街，号称“姑苏第一名

街”，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山塘街建于唐代，诗人白居易到

苏州任刺史时见附近河道淤塞、水路

不通，决定开凿一条河、兴建一条街，

河街并行，长达 7 里。清代著名画家

徐扬将当时苏州的一城、一街、一村、

一镇融入其创作的《姑苏繁华图卷》

中，其中一街便是山塘街。山塘街还

被写进不少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之

中，如苏州弹词《玉蜻蜓》中，金贵升与

年轻女尼志贞结识之地就是山塘的法

华庵。

山塘街颇具江南水乡特色，房屋

多为前门沿街、后门临河，具有姑苏特

色的店铺一家连着一家，昆曲馆、古戏

台等点缀其间，屋檐下悬挂着各式灯

笼，煞是好看。走进一家小店，服务员

十分热情地介绍一款杯身呈黑色、开

水一泡杯身立马呈现一幅山水画的杯

子。为了给小孙女买个小玩意儿，我

在一家文化用品店里选了个造型优

美、塑有王昭君形象的圆珠笔，此笔的

底座是件很养眼的装饰品。

在一户名居里，我看到了一个约

长 3 米、宽 2 米，雕有唐伯虎点秋香等

众多人物形象的巨型砚台，据说此物

是该名居镇宅之宝。在昆曲馆里，我

品了一杯碧螺春茶，听了几曲纯正的

苏州评弹。随后，登上山塘河上的通

贵桥，远眺虎丘塔。下桥后，我又登上

游船，沿山塘河观赏两岸景色。船在

穿过多座并行相连的公路铁路桥时，

一幅长约数十米、气势不凡、仿真度颇

高的瓷画《姑苏繁华图》出现在众人眼

前，引得游客惊叹连连。在一条名为

“野芳浜”的河上，我看到一座断桥静

卧在那里，承载着岁月的痕迹。

随后，我来到一段未经改造修缮

的老街。这是个开放式的集贸市场，

除了有品种繁多的时令蔬菜、鸡鸭鱼

鸽、猪羊牛肉外，还可买到各种花生

酥、芝麻酥和来自浙江的金黄色佛手、

新疆人现做现卖的馕等小吃。这里仿

佛也传递着“山塘老街也在开放”的信

息。

Jinshanchao

与书相伴 与书结缘
□徐振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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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宗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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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山塘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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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4 月初开始，作为“五色菜花节”

的核心区域，油车村的五色菜花已吸引

了近 7 万游客。顾不上休息，党总支书

记许建华又马不停蹄地将农耕文化展

示馆的建设提上了日程。“设想从一粒

油菜种子开始，展示油菜怎么生长成菜

籽，到最后提炼出食用油的过程，让大

家对榨油文化有一个具象了解。”

油车村的榨油文化历史悠久，村名

就源于古时的榨油作坊。往昔繁忙的榨

油景象已不复存在，油车村就在村口打

造了“油车石磨”展示区，将起源于雍正

年间的榨油坊石磨搬到村口展示，让大

家知晓村名来历，铭记历史。许建华介

绍，接下来还将设想打造雨粟庵景区、顾

野王陈列室等文化设施。“通过这些措施

进一步弘扬乡土文化、农耕文化，留住农

村美丽的乡愁，打好‘农旅牌’。”

油车村紧抓的是乡村旅游，而后岗

村则擦亮“亭林雪瓜”这块金字招牌。

在亭林雪瓜基地的设施大棚内，土地被

分割成一块块小的实验田，交由各路专

家进行研究，只为解决一个问题：亭林

雪瓜的标准化种植。

事实上，亭林雪瓜这些年来虽然名

气越来越大，但是因为没有统一的种植

标准，瓜农只能凭借自己的经验种植，

品质时好时坏，产量也一直上不去，能

够进行销售的商品瓜就更少了。亭林

雪瓜基地负责人周克俭表示，希望通过

探索整枝、施肥、留瓜等程序的标准种

植模式，确保产量稳定。

除了种植上的标准化，种子的质量

也对雪瓜的品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去年起，亭林镇专门立项拨款，用

于亭林雪瓜种子的提纯护壮。

近年来，亭林镇在乡村振兴打出了

一套“自选动作”牌，各村亮点频出，南

星村的休闲园林、驳岸村的科技智慧农

业等。亭林镇党委副书记周弟介绍，去

年，亭林镇邀请了专业的乡村规划师，

就亭林实际情况，形成了“一环、三核、

五村、十园”的田园综合体整体规划，相

关的郊野规划已经报批。各村找准定

位，找到特色，各显神通，这种百家争鸣

式的发展模式，也成为亭林在乡村振兴

发展道路上的重要砝码。记者 冯秋萍

本报讯（记者 金宏 见习记者 朱悦昕）4 月

17 日下午，2019 年金山区精神文明建设暨全国文

明城区创建工作推进大会召开。会议总结 2018
年精神文明建设和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部署

2019 年工作。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

潘敏，区委书记、区文明委主任赵卫星出席并讲

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胡卫国主持大会。区领导杜

治中、王美新等出席。

潘敏对2018年金山区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

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指出，要坚持正确政治

方向，注重落细落小落实，坚持为民惠民靠民，让

金山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迈上新的台阶、开创新

的局面，为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作出更大贡献。

赵卫星指出，要驰而不息，在精神文明建设上

持续发力。要乘势而上，在文明城区创建上再起

热潮，把创建工作做成民心工程。要加强领导，在

工作齐抓共管上凝聚合力，做实全民参与，使文明

城区创建工作不断向纵深拓展。赵卫星强调，精

神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区创建既是持久战，也是

攻坚战，全区上下要以更大决心、更高标准、更实

举措，稳扎稳打、深耕细作，以最大的努力争取最

好的结果，让文明成为金山最靓丽的底色、最鲜明

的标识、最核心的竞争力。

胡卫国要求，全区各单位各部门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把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和全国文明城

区的创建工作贯穿到金山各项事业发展的全过程

中；进一步凝聚人心，抓好工作落实，以“脚踏实

地、抓铁有痕”的工作作风，换取实实在在的工作

成效。

大会总结了 2018 年精神文明建设和全国文

明城区创建工作，部署 2019 年重点任务，并对

2018 年度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和单位进行表

彰。100 位来自全区的志愿者代表现场进行庄严

宣誓。

2018 年我区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显著，全国文

明城区创建工作有序推进。全区上下共计开展

500 余场人文修身活动，总参与人数达 6 万余人

次；新增注册志愿者 2.7万人，开展服务进博会、创

城志愿服务等项目约 4000 个，148 家志愿服务站

完成民生服务提升工作。在中央文明办组织的创

城年度测评中，我区取得了总分 88.02 分的成绩，

在全国 24个直辖市提名城区中排名第 6，在全市 7
个城区中排名第4。

本报讯（记者 罗迎春 朱悦昕 通

讯员 王萍）4月18日，历经一年多的紧张

筹建，集创业扶持、科技创新、人才开发、

金融服务等为一体的生态聚合孵化区

——上海湾区科创中心正式开园。市政

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王志雄，区委书

记赵卫星，区委副书记、区长胡卫国等出

席开园仪式。

据介绍，园区自筹建以来，已有近百

家企业相继落户。开园当天，上海湾区

科创中心三大平台：浙江清华长三角研

究院湾区科创产业园、上海公卫医学科

创园、上海湾区智慧数据平台正式揭

牌。这些机构和平台未来将帮助科创

中心聚焦高精产业，加快园区发展。其

中，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湾区科创产

业园目前已吸引十余家在谈项目，并有

7家企业当场签约落户湾区。上海公卫

医学科创园未来将重点建设“五平台一

基地”——深度测序技术与生物信息技

术平台、临床研究与应用平台、转基因

修饰实验动物平台、细胞GMP生产及药

物中试平台、精准医疗（组织细胞形态

与功能学）平台以及小型实验基地，并

依托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为上海

湾区科创中心创建“医学科创中心”打

下基础。

活动当天，图聚智能、新财富上海分

公司、清科激光等国内名企也正式签约

落户园区。上海上下左右智能泊车科

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改善城市停

车方式和停车习惯”的平台型公司，年

营业额达4亿元，（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熊雪寒 见习记者 封健炜）4 月 16 日上午，区委

副书记、区长胡卫国前往区绿化市容局调研，详细了解2019年重点工

作推进情况。

胡卫国在听取汇报后要求，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任重而道远，各部

门要以相关条例落实为契机，加快垃圾分类的推进工作；要以“三个

美丽”建设为抓手，推进市容市貌的改善；对重点工作的推进要站在

全区角度统筹谋划、突出重点，形成任务清单，形成亮点；要以机构改

革为重点，进一步培育好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队伍，全

力打赢垃圾分类攻坚战。

据介绍，今年以来，按照区委区政府的总体部署，区绿化市容局

着力在优化区域生态环境、有效改善市容环境面貌、加快提升行业服

务水平上下功夫。其中，垃圾分类、“美丽街区”创建、环保督查、绿化

建设与管理等重点工作顺利有序推进。其中，全区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基本覆盖村居，绿色账户覆盖20万户。

本报讯 （记者 林鹍鹍鹏 见习记者

朱悦昕）4月 16日，区委书记赵卫星率队

前往金山第二工业区，调研碳纤维复合

材料创新研究院及产业项目推进情

况。赵卫星强调，要凝聚共识，形成合

力，共同推动研究院及产业项目建设，

为金山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在研究院，赵卫星详细询问平台相

关情况，认真听取有关人员对研究院运

营模式的建议。赵卫星对他们的支持

和付出表示感谢，并希望研究院能集聚

更多专业人才，共同将研究院做大做

强，为金山产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赵卫星指出，金山发展离不开平台

经济，碳纤维研究院作为我区平台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筹建情况符合工

作预期，下一步要继续处理好“定力”和

“推力”“直道”和“弯道”“拐点”和“支

点”三对关系，立下“看得见、摸得着、有

预期”的阶段性目标，积极主动协调框

架搭建工作，集聚国内外一流人才组建

专业运营团队，各方形成合力、共同推

动研究院建设早日取得成效。

赵卫星强调，在碳纤维研究院筹建

和项目建设过程中，各部门各单位要充

分交流沟通，建立灵活高效的工作机

制，做好服务和配套工作；要加快建设

碳纤维产业集群，推动我区形成错位发

展、相互支撑的产业空间布局，进一步

做好产城融合文章；要凝心聚力做好安

全环保评估工作，高标准严要求推进项

目建设，为二工区加快转型发展提供助

力，为金山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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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卫国调研我区绿化市容工作

全力打赢垃圾分类攻坚战

亭林镇统筹规划各村“个性”发展

鼓励“自选动作”释放基层活力

上海湾区科创中心开园
三大平台揭牌 近百家企业落户

赵卫星调研碳纤维复合材料创新研究院及产业项目推进情况

为金山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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