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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宏 朱悦昕）6月9日
上午，金山区人民政府、上海健康医学院、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共同推进上海健康

医学院附属金山分院（筹）教学和科研工

作协议签约仪式暨贯彻落实市领导调研

指示精神专题工作会，在上海市第六人民

医院金山分院举行，区委书记赵卫星出席

并指出，要进一步做实做深医联体，共同

推动金山卫生健康事业迈上新台阶。

赵卫星在讲话中指出，金山经济社

会发展正处在快车道上，需要进一步引

进优质资源，加快补齐医疗、交通、人

才、环境等领域的短板，不断提高群众

的获得感；要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继

续加强合作交流，进一步做实做深医联

体，共同推动金山卫生健康事业迈上新

台阶，争取早日建成“健康金山”。

上海健康医学院党委书记郑沈芳表

示，学院将加强自身队伍建设，积极输

出导入优质资源，切实按照标准推进筹

建工作，希望能在区校院三方的紧密合

作下，共同为办好金山分院出谋划策，

助力打造区域医疗中心。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陈方

表示，医院将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加快

探索医联体下一步发展方向，争取在机

制、体制上有所突破，以多方合作的模

式，切实满足金山分院的发展需求。

签约仪式上，金山区人民政府、上海

健康医学院和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签订

了合作协议，未来三方将在医院管理、

学科建设、人才培育、科教工作等领域

开展全方位合作。

会前，赵卫星一行还实地前往急诊

大楼、住院部等地察看，并与义诊现场

的专家进行交流。

本报讯 （解放日报记者 刘锟） 仲夏时节，画

续前缘。

继去年 10月解放日报社携手金山区政府在日

本举办“金山农民画在京都”画展后，一场充满江

南水乡气息与中国传统风韵的视觉盛宴再次登临

日本。6 月 5 日，金山农民画中的近百幅优秀作品

受邀前往东京日中友好会馆美术馆进行为期三周

的特展。

作为上海市政府新闻办“魅力上海”项目活动

之一，今年的画展以“艺江南·春色秋雨图”为主

题，通过精心设置的展览、艺术工作坊、导赏等形

式，将金山农民画这一重要的上海非遗艺术带入

日本。此次特展由解放日报社、金山区人民政府

指导，日中友好会馆美术馆、金山农民画院和解放

报业（上海）文化传播公司主办。

从画中看到对生活的信心
金山农民画是从田野麦陇间脱颖而出的民间

艺术，取材于中国江南水乡的生产生活，以轻技巧

而重神韵的创作风格，传达质朴醇厚、温润饱满、

朝气蓬勃的格调气息，是金山乃至上海的一张靓

丽文化名片。“太精美了，完全不能想象，这些画竟

然出自农民之手。”在刚刚布置好的画作前，不时

引来日本观众发自内心的赞叹。

路过美术馆的铃木功一和太太被宣传海报深

深吸引而来。“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中国农民画，

新奇！特别是画中展现的人物表情非常丰富，很

开阔眼界，颜色也很暖心，让人对生活充满信心。”

铃木功一说，女儿正在学日本画，晚上回家要把这

个展览告诉她，让她来向金山农民画取经。

感受江南水乡特有文化习俗
去年，金山农民画在京都可谓“一展成名”。

听说这次来到东京展览，一些当地媒体充满好奇

和期待。早早来到日中友好会馆美术馆的日本经

济新闻社文化部记者岩本文枝，细细品味着每幅

画作，（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朱磊 朱林 唐屹超）
6月 9日—6月 10日，进驻上海市开展实

地督导的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第3
下沉小组先后赴石化街道、山阳镇开展

现场督导，并慰问金山一线干警。

6 月 9 日上午，中央扫黑除恶第 16
督导组第 3下沉小组组长吴毛旦率队赴

石化街道并走访石化四村，深入现场进

行督导，实地了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情况。

下沉小组一行首先来到石化街道

听取了相关工作汇报。据了解，自 2018
年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石化街

道共收集排查涉黑涉恶线索 1 件，为疑

似涉恶案件，目前正在排查；派出所针

对辖区内9家娱乐场所、5处超市商业区

做重点排查；司法所对辖区服刑人员做

重点排摸；街道联合石化市场监管所、

辖区派出所对7家农贸集市、2家小商品

市场进行排查，对该类场所三年来相关

110接报警、治安情况等进行复查，均排

除涉黑涉恶现象。

吴毛旦一行还前往滨海电影院周

边区域实地督导，此处曾集中了餐饮、

出租屋等 8 处近千余平方米的违法建

筑。石化街道专班专案、多措并举，顺

利推进并解决多年来滨海电影院周边

区域的乱象问题，清除占用公共广场违

法建筑 1313 平方米，整治违法经营 15
家，将公共空间还于市民。

随后，下沉小组又来到石化四村居

委会，了解了小区综合治理、民生实事项

目、社区内扫黑除恶工作情况。吴毛旦

询问了社区党组织基本情况，强调要加

强党的领导，以党建引领社建，发挥社

区治理“三驾马车”作用，并有效结合石

化街道特有的“8+3”工作模式广泛凝聚

群众、服务群众，提高社会治理软实力。

6 月 10 日上午，中央扫黑除恶第 16
督导组第 3 下沉小组副组长董存根、史

华英一行来到山阳镇并走访上海湾区

科创中心、山新居委会等地，实地进行

现场督导，在深入基层过程中了解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

下沉小组一行首先来到山阳镇听

取了相关工作汇报。据了解，山阳镇通

过专项斗争任务单形式，对重点行业、

重点领域涉及黑恶势力的情况开展专

项排查，已收集相关线索 9 件。着力整

治娱乐服务行业、夜排档、违章设摊等

黑恶势力、霸痞分子容易滋生的场所、

行业以及突出问题。截至 5 月，全镇共

立十三类案件 64 起，破案 41 起，刑拘

108 人。打击恶势力团伙 2 个，刑拘 10
人，移送起诉4人。（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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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与上海健康医学院、市第六人民医院签约

共同推动金山卫生健康事业迈上新台阶

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
第3下沉小组开展现场督导

中华村位于郊野公园核心区，区域总面积

2.94 平方公里，耕地 2749 亩。随着农家乐的广

受欢迎，中华村也逐渐被许多人熟知。

2006年，锦江中华村农家乐对外开放，共租

用19户村民的房屋，打造了80间客房。锦江农

家乐的建设也带动了附近农户自主开设农家

乐，借此机会，村民的收入逐渐增加。

同时，为了方便来农家乐度假的游客们，中

华村也积极完善交通体系。在锦江中华村农家

乐不远处，打造了一个交通枢纽站。

让村民生活更舒适，一直是我们开展工作

的重要目标。近年来，农家乐发展良好，游客众

多，这使得对污水管道的要求变高，去年开始，

我们启动了农家乐污水处理提升工程，涉及121

户，将管道增大并重新铺设。与此同时，我们也

正在对老年活动室和医务室进行扩建。

今年，我们村还有一个备受关注的项目

——重修龙门寺。在中华村里有个龙门寺遗

址，该寺庙有着700年的历史，村里老人说，龙门

寺在以前和东林寺是齐名的，在老百姓心中也

很有地位。目前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

通过了审批。该项目将分两期进行建造，共计

占地30亩。

未来，到我们中华村游玩将有新去处—农

桑荷锄景点。农桑荷锄是市级土地整治项目二期中，打造的7

个景点之一，提供一片农耕文化体验与展示的乐土，包含稻田

种植、现代菜园、果林、景观树屋、生态湿地、田园厨房、观景凉

亭和滨水步道。该景点占地面积 1.96 公顷，原先是村办小企

业。为了让景点更加丰富，我们计划将位于景点旁关闭了 25

年左右的扶桑小学重新打造，把其建造成一个文创中心，既好

看又实用。

这些项目令人期待，但都属于长期项目，相信2年后，中华

村将会大变样。 记者 陆辰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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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唐屹超 林鹍鹍鹏）6
月 10日下午，徐汇区与金山区农村综合

帮扶工作座谈会暨城乡党组织结对帮扶

签约仪式举行。区委书记赵卫星指出，

要着眼全局、着眼长效、着眼长远，高站

位、高质量、高水平谋划推进农村综合帮

扶工作，进一步深化双方交流合作，努力

打造中心城区与远郊区联动发展的典

型。徐汇区委书记鲍炳章出席并讲话，

徐汇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参加有关

活动。

座谈会上，鲍炳章表示，为了更好、

更务实地推进新一轮结对工作，徐汇区

各结对单位要坚持把立足大局、真情实

感贯穿始终，在新的起点上认清发展形

势、找准工作定位，在未来工作中贯彻好

“帮扶力度要加大、帮扶资金要增加”的

原则；要坚持把党建引领、全面对接贯穿

始终，以党建纽带强化结对纽带，以组织

振兴保障“五个振兴”，以高质量党建引

领高质量发展，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要坚持把压实责任、落地见

效贯穿始终，各结对单位要进一步细化

年度任务、项目和资金安排，以结对共建

的新成绩，共同提升两区的发展能级和

核心竞争力。

赵卫星就长期以来两区在农村综合

帮扶及城乡党组织结对帮扶中取得的成

效表示感谢。赵卫星表示，在新一轮农

村综合帮扶中，要用好发展时机，提高发

展质量。要着眼全局，高站位谋划农村

综合帮扶，借助综合帮扶的多方优势，着

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推动金山经济社会发展迈上一

个新的水平；要着眼长效，高质量推进农

村综合帮扶，（下转第2版）

徐汇区与金山区农村综合帮扶工作座谈会暨城乡党组织结对帮扶签约仪式举行

让双方合作成为联动发展的突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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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滴滴 润物无声

我们常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
祖国的未来。如果说孩子是花朵，那
么家庭无疑是花圃，家风好比是雨
滴，它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谈
及家风，涌现在我脑海中的是爷爷在
世时的点点滴滴。

我的爷爷一辈子沉默寡言、不善
言谈，他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他用他
的举手投足、一举一动诠释着“清清
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我想，这
可能就是属于我们家的家风。虽不
像别人家那样列在纸上的条条框框，
但它同样是一把约束做人做事的戒
尺!我和弟弟正是在这种潜移默化中
成长的。

“一粒米饭”。在我的记忆中，
爷爷对吃饭的规矩特别严厉，吃饭
必须要做到碗里不剩一粒米饭。若
是没吃完，本就黝黑的爷爷脸色就
会变得更加深沉，我和弟弟便不得
不颤颤巍巍端起碗继续填充“五脏
庙”。我和弟弟岁数相差甚大，记得
弟弟小时候吃饭总把饭粒弄的到处

都是，或是挑食碰到不爱吃的随口
吐在桌上。往往这时，爷爷便声色
俱厉地告诫，接着默默地将桌上的
这些饭粒夹入自己的口中……曾经
身为粮食保管员的爷爷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教育我们爱惜粮食。于是，
我和弟弟从小便懂得了“锄禾日当
午，粒粒皆辛苦”的真谛。

“一件衣服”。在我的记忆中，
爷爷的衣服上永远有补丁。正可谓
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
年”。我工作后买给他的新衣，他总
乐呵呵地收着却不见他穿，只有当
他去做客时才舍得翻出新衣穿上。
对此，我总是不解，现在想来，或许
对于从那个艰苦年代走过来的他们
而言，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早已是根
深蒂固。受爷爷的影响，在如今这
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和弟弟懂得
了“生活不忘忆苦思甜”。

“一份工作”。爷爷曾从事粮食
保管员、大队记件员等工作。无论
他在何种岗位，他都尽忠尽职、兢兢

业业。小时候常听奶奶讲当年的
事：爷爷年轻时便患有支气管疾病，
单位为照顾他特意安排他从事保管
的工作。那时家里孩子多，生活穷
困，面对公家的粮食，爷爷却从不虚
报、少报。正如爷爷常挂在嘴边的
那句“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人在
做，天在看。”于是在爷爷的言传身
教下，我和弟弟懂得了“脚踏实地”。

……
爷爷虽然走了，但留给我和弟

弟的谆谆教导犹在耳畔。我们均已
踏入社会，也都早已养成乐于助人、
吃苦耐劳的好习惯。仔细想想，这
些都和爷爷留给我们的家风有着不
可分割的关系。家风，它是一个家
庭的风气、习俗，是一个家庭代代相
传的规矩，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需
遵循的祖训，是一种规则，它不需要
列举，更不需要背诵，但是它需要我
们传承。

好家风，我们一直在；好家风，
我们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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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3）班加油！六（3）班加油！”
一阵阵助威声在学校运动场上空回荡，
学校体育节正进行拔河比赛。

说起我们六（3）班，是个特殊的班
级，全班二十名同学，由年级组成绩最
差、多个外省市户籍、多个民族组成。

同学们神情严肃，双手紧紧握住
绳子，双腿向前蹬，身体微微向后倾，
做 好 了 比 赛 的 一 切 准 备 。“ 预 备 开
始。”裁判员小红旗猛地一挥，两支队
伍一下就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参
赛队员使出吃奶的力气，脚用力往前
蹬，双手使劲往后拽，有的同学由于
太用力了，脸部肌肉扭曲了，眼睛瞪
得眼珠要掉出来了。对手六（2）班，
人称学霸班级，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一时势均力敌，难分伯仲，粗粗的绳
子停止了移动，绳上指示标志停在了
分界线上。

场上师生被这紧张的气氛所感染，
不由自主地投入到加油助威之中。我
想这下完蛋了，谁看得起我们这样的班
级呢？他们肯定一边倒向为学校争光
的学霸班。如果只听见六（2）班加油
的助威声，那我们是多么悲伤，怎么有
精神去战胜对手呢？

“六（3）班加油！六（3）班加油！”
班主任陈老师一边用力挥动双手，一边
大声吼叫着，与此同时，场上同学，老
师都在给我们加油助威，他们齐声喊
着:“六（3）班加油！”双手使劲往后挥
舞，似乎给我们推了一把。在一片加油
声中，我们发出了“啊！”的一声，一鼓
作气把绳子拉了过来。“我们胜利了，
我们赢了。”同学们欢呼雀跃。

老师拥到我们中间，有的拥抱，有
的夸奖，有的点评，和我们共同分享胜
利的喜悦。

拔河比赛真开心，我们班级竟然得
了年级第一名。更开心的是，我感到学
校的同学老师不仅没对我们这样的班
级另眼相看，而是给予更多的关爱，在
他们的眼里，都是好同学、好学生、好
孩子。

忽然耳边回响着一个熟悉的声音，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
谦和。”

钱
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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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毛衣的温度

寒风犹在，掠过刚冒芽的绿
植，卷下残破的花瓣，忽重忽轻
地向我袭来。走在路上的我，冷
不防打了个寒颤，轻轻地将领口
拉得更紧一些。

再往前走，我看到了一对母
女。孩子六七岁的样子，乖乖地
把母亲递过来的衣服穿上，我看
着，不禁心头一紧。

几个月前，寒流突然降临到
上海，母亲执意要为我添上一件
毛衣，而我却嫌毛衣粗糙厚重，
怎么都不愿意穿上。母亲欲言
又止，摇了摇头，离开了我的房
间。

次日清晨，在我起床时，揉
揉眼睛，母亲的身影又进来了：

“宝宝，听妈妈的话，把毛衣套
上，今天天气预报说又降温了，
怪冷的。”我一听，顿时厌烦起
来，将毛衣一把抓起狠狠地甩
在地上，回击道：“哎！你烦不
烦！说了不穿就是不穿，我自
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的，烦死
人了！”母亲愣住了，脸上闪过
一丝惊讶，但又马上板起了脸，

“那随便你，到时候感冒发烧
了，可别哭着来找我”。我头也
不抬一下，自顾自地摆弄着被
子，却未发现她那时掩饰不住
的失落。哎，那时的叛逆效应
使得我太倔了！

我极快地走出了家门，刚踏
出楼道铁门外，一阵强风就把我

推了进来。但出于我的倔强与
不服，心想：话都已经说出口了，
我今天就走给你们看看。于是，
迈着极大的步子出了门。

在接下去的一整天里，穿
着单衣的我就如同一只小小的
蚂蚁在对抗大象一般的寒风，
做着顽强的抵抗。结果，显而
易见，我感冒了。

“阿嚏！阿嚏！”一边狂打喷
嚏的我，一边灰头土脸地按着门
铃。

门，开了。等待的数落消失
了，取而代之的是嘘寒问暖与毛
衣所带来的热情拥抱。那件毛
衣似乎是我至今穿过的最温暖
的毛衣，把寒冷拒之千里。

母亲一边帮我冲着感冒药，
一边问我暖和了吗？舒服了
吗？这一遍遍的问候，像一股暖
流淌入我的体内。那件毛衣，似
怀抱，裹住了我的心灵。母亲对
我的爱是如此深沉、温暖，我的
心也被酥化了，强忍泪水，饱含
愧疚。

一阵汽车的鸣笛声打破了
我的回忆，摇了摇头，清醒过
来，打开家门，又是母亲。“今天
气温有点低，冷吗？来来，快吃
点水果，你最爱的……”还是一
如既往的微笑与问候，我满含
着泪光，望向天花板。

一件毛衣的温度，对我来说
是母爱的温度。

罗星中学 初一（2）班 章司彦

与孟子对话，在《史记》中
畅游，在高尔基的《童年》中起
舞……醉卧书海，虽闭门不出，
却让我每天都能收获意外的惊
喜。

这还要从去年寒假说起。
对我而言，寒假的生活无非就
是补习班、作业、发呆、手机四
大类。可那个寒假，我的手机
被没收了。一下子没有手机游
戏的世界，似乎再也没有什么
乐趣。于是，我有了更多的时
间用于发呆，望着湛蓝的天空，
我妄想着：“要是现在还有手机
该多好啊”！可现实终是现实，
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心不在焉地写完作业，猛
然间抬头，却发现窗外夕阳光涂
抹着红色，金灿灿的，染红了这
整个天空，那是如此的美！我呆
呆地想着，它的美就在于落下的
最后时刻仍努力的给大地洒下
光与热，这如此之美的景象我以
前怎么没看见呢？

走进卫生间，望着镜中的
自己，我似乎明白了什么。过
去的手机填充着我的生活，让
我无暇观察周边的风景。这意
外的夕阳，透过我的双眼，把心
灵染红。生活中有太多的美等
待着我去发现，等待着我们去
欣赏和陶醉。

我走进书房，随手拿起一
本书来，漫无目的地打开，却被
那无声世界里的精彩所吸引。
原来那个文字世界也有声音、
有色彩，它呼唤着我走进每个
人物的内心，它让我看到人性
的美丑。我在文字世界里尽情
翱翔。

没想到，没有手机的日子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用于读书与
思考。这意外也是收获成长的
另一种方式吧。

人生就如同这夕阳，人人
都能看到，但有些人却把眼睛
朝向别处，错过了这一片美景
……

意外的收获
同凯中学 初二（5）班 陈信恒

白白绒羽满篷球，

暖风一吹到处游。

如雪小伞落人间，

映入孩童澈眼眸。

蒲公英
金山初级中学 六年级 周圆圆

清泉图（国画） 蒙山中学 预备（8）班 干梓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