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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己亥年五月十七

编者按：今年是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70 年来，金山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本期起，本报推出“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系列报道，

从经济、民生、文化等方面全方

位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金山的

发展变化。

对上海实业马利画材有限公司

原总经理杨中毅来说，从小听得最多

的，就是马利的故事。“我父亲也是马

利的职工，当时我们家就住在马利的

职工宿舍，周围邻居全都是马利人。”

1979 年，杨中毅进入马利画材工作，

从一名工人做到总经理，为马利奋斗

了四十余年。

“马利是个历史悠久的企业，创

立于 1919 年。那时，西洋画已进入

中国，但绘画用的颜料均来自国外。”

杨中毅回忆道，1919 年，著名画家张

聿光等十位画家、教育家、企业家，目

睹中国画坛被昂贵的外国颜料一统

天下的局面，决定集资办厂，生产中

国自己的美术颜料。

这个民族颜料厂起什么名呢？

为表示齐心合力，股东十人选了一个

十笔划的繁体字“马”，取“马到成功”

之意；再选了一个“利”字，希望颜料

厂能够“利国利民”，马利工艺社就此

诞生了。

此后，圆形马头图案的绘画颜

料，开始了弘扬民族气节、打造民族

品牌的创业历程。1919年，中国第一

瓶广告色颜料在马利工艺社生产；

1920年，马利工艺社又生产出中国第

一支水彩颜料。

因为质量优异、价格适中，马利牌

美术颜料很快深入人心，成为国内美

术爱好者的首选，还成功打入了东南

亚市场，成为我国最早漂洋出口的民

族工业品之一。产品不但受到普通人

的欢迎，还得到了一些著名画家和社

会名流的喝彩——于右任为马利题词

“光照中国”、何香凝题词“绚烂夺目”、

徐悲鸿题词“光腾采耀”、林风眠题词

“提倡国货，挽回外溢利权”。2018
年，马利获得首批“上海品牌”认证。

这个在一代代人心中的“中国颜

色”，在今年迎来百年诞辰。历史的

积淀，为马利转型发展提供了肥沃的

土壤。如今，马利在国内市场占有率

达 60%。在国际市场上，马利的产品

远销世界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还在

法国里昂美术学院设立了“马利奖学

金”。

近年来，马利重唤创新基因，不

断开拓出新的发展空间。随着公司

生产流水线外迁，位于延安西路 3300
号的老厂区被重新打造成集绘画艺

术创作、展览展示、教育培训、休闲文

化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园区。

“来创意园区的美术爱好者们，

可以亲身体验马利产品从初创、研发

到产品出炉的过程。”上海实业马利

画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嶢介绍，艺

术家还可以在企业研发中心与企业

技术人员沟通了解自己最新需求、个

性DIY，进行产品创新。

回顾历史，马利从一个民族资本

经营的手工作坊起步，历经公私合

营、中外合资，再到如今的股份制企

业，多年的发展历程成为中国民族工

业的发展写照。“未来，马利希望从原

来单纯的画材品牌转为与生活休闲、

时尚关联的文化品牌。”郑嶢表示，在

产品方面将推出跨界系列、墙绘、主

题公园涂料系列等，以延伸产品线，

为马利带来新的增长和品牌竞争力，

在国际市场上实现由品质认可转向

品牌认可的飞跃。

记者 冯秋萍

高楼村地处金山工业区西侧，由

原高楼村和东风村合并而成，区域面

积 4.86 平方公里，耕田面积 3800 亩，

是典型的城中村。目前，《金山工业区

郊野单元（村庄）规划（2017-2035）》已

获批，高楼村被选为金山区乡村振兴

重点发展区域。按照规划，高楼村将

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未来，高楼村将在西部设置农民

集中居住点，规划容量300户左右，并

配套医务室、老年活动室等公共服务

设施，提升村民生活品质；实施“最美

宅基”工程，引导村民开展宅前屋后

美化，呈现村宅小景观。

作为乡村地区优先发力的代表，

高楼村将以市民农庄项目的推进为

抓手，依托金山工业区产业资源，促

进农业接二连三。通过策划和引入

乡村休闲旅游项目以及工业区体验

项目，形成深度融合1+2+3产业发展

的典范模式，努力成为“三生融合、六

产联动”的产城融合乡村示范村，实

现“高情远致、楼台近水、都市之村、

市民农庄”的发展愿景。

我们还将利用东风机械厂老厂

房，将其改造成当代艺术空间，从“艺

术、生态、原创、共享”角度出发，在保

留原有厂房建筑的基础上，结合艺术

家和建筑师的智慧，打造成集文化活

动、艺术创作、艺术体验与休闲度假于

一体的城市艺术空间。

规划中，还有教育文化体验宫、

江南农耕文化体验区的开发建设，给

周边农户提供就业岗位；农房出租打

造成民宿，增加经济收入；农业休闲

体验区，既可提供就业岗位，又能增

加农民土地流转收入；集体经济合作

社参与市民农庄项目的开发，壮大集

体经济，增加农民收益分配。

此外，在社会治理方面，我们继续

发挥好“高楼经验”，深化实践“三个不

关门”（周一到周日村委会不关门、村

医务室不关门、村老年活动室不关

门）、“两个吃饭头哩”（利用早饭、中饭

时间掌握村情民意），坚持以“党建引

领社会治理”的工作基调，提升村民的

满意度和获得感。而针对村内外来人

口较多的情况，我们不仅成立了“新村

民服务站”，提供就业、医疗、教育帮

扶，还不断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设

立法律服务站点，积极做好村民的法

律援助、民事调解等服务。

未来，高楼村将立足当下，按照进

度安排，逐步推进各项工作。在乡村

振兴的路道上，高楼村会越走越好。

记者 冯生丹 整理

昨天的降雨给我区的蔬菜生产带来影响。为了保障生产，农户们忙着开沟、排水，降低田间水位。图为，廊下

镇一果蔬园的工作人员正在清理沟渠。 记者 熊雪寒 见习记者 封健炜 摄

本报讯 我 区 自

2017 年入选全国居家

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

试点区以来，通过提升

硬件、优化软件，让金

山老年人享受更优质

的养老服务。

据统计，金山现有

60岁以上户籍老人16.94
万人，占比32.35%。依

托 11 个街镇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我区将护

理、助医、助餐、助浴等

10 大类 19 个服务项目

打包形成“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包”，为老人提

供个性化、点单式养老

服务。目前已累计服

务老人 1.6 万名。同

时，推进“医养结合”服

务，目前，全区25家（占

比 81%）养老机构实现

内设护理院或保健站

（医务室），全区所有养

老机构均与医疗机构

实现医养结合签约。

此外，借助区慈善

基金分会、区老年基金

会等社会力量，积极开

发惠老服务项目。去

年，投入 60 万元资助

600名白内障患者实施

手术，投入 150 万元为

60名贫困老人开展“适

老性”住房改造。今

年，安排 400 万元专项

资金为养老服务场所

添置空调、净水设备、躺椅、按摩椅等

设施。我区还与友康科技公司合作开

发智慧助老服务管理系统，整合家政、

农副食品供应等30家服务商，提供紧

急援助等 8类服务，已实现 11个街镇

全覆盖。今年共为1.58万名老人提供

服务，其中，主动关爱8.8万人次，紧急

援助6800余人次。

从手工作坊到国际品牌

百年马利 中国颜色

奋斗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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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情远致 都市之村

顶风冒雨保生产

□金山工业区高楼村党总支书记 王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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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唐屹超 朱悦昕）6 月

18 日上午，区委副书

记、区长胡卫国前往

区投资促进办公室，

专题调研我区投资促

进工作，要求招商引

资工作进一步聚焦重

点、综合把关、创新机

制，打造具有金山特

色的服务机制，从而

全力打造更优营商环

境，助推金山高质量

发展。

调研会上，胡卫

国认真听取投资促进

办工作情况汇报及建

议，并对机构改革后

投资促进办的运行情

况及全区招商引资工

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

定。

胡卫国表示，招

商引资工作要进一步

聚焦重点，围绕“招大

引强”，紧盯重点地

区、重点行业、重点企

业，进一步凸显区域

优势，开展精准招商；

项目准入要综合把

关，深入分析研究，做到实事求是、科

学评估，从而推动有利于金山经济发

展的优质项目落地；推进过程要创新

工作机制，突破传统思维，立足基层

一线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推动制度创

新。同时，胡卫国要求，投资促进办

要进一步打造具有金山特色的服务

机制，在做好需求侧与供给侧有效对

接上下功夫，探索更优服务模式，切

实满足企业需求，为打造更优营商环

境作出更大贡献，助推金山更高质量

发展。

制图：杨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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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成功

在当今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有
不少人把职位的高低或财富的多少
直接与人生的成功失败画上等号。

为什么会有这种对于一个人成
功和失败的评判标准呢？这与现代
社会的快速经济发展进程有关。经
济的发展会使不少城市人的思想发
生改变，认为只要有金钱和地位就
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从而自然而
然地把它作为评判人的标准。

那么，这样的评判标准是否正
确而科学的呢？官二代和富二代们
一出生就有金钱财富或者地位，可
如果他们整天不学无术、无所事事，
仅凭父母的财富与地位，又怎可说
他们是成功的呢？若我们凭借自己

的努力和坚持，获得了一定的财富
与职位，却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情。如马云、比尔盖茨等人的成功，
他们都是经过一次次挫折与失败，
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与初心，才有了
今天的成就。这么说来，职位和财
富可以作为评判成功与失败的一项
标准，但这不是绝对的、唯一的标
准，前提是你是否为它付出了足够
的努力、花费了足够的心血。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就如这
一评判标准。一方面，它可以对出
生贫穷的孩子起到鞭策与鼓励的作
用，让他们可以为了想要的职位与
财富而上进，付出自己的辛勤汗水，
使自己成为一个令自己感动骄傲的

人。另一方面，对于那种含着金钥
匙出生的孩子，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这就好比万达集团王健林的儿子王
思聪，仗着自己的父亲，不思进取，
无所事事，这真的是有百害而无一
利的。

评判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不
仅仅停留在职位的高低或者财富的
多少，这一标准是片面而局限的。
在我看来，评判一个人关键要看这
个人是否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
拼搏，因为不论最终取得的成就有
多少，谋取多高的职位或多少的金
钱，相信付出过、拼搏过的自己，会
感到骄傲自豪，并成为自己心目中
的成功之人。

对于没有读过《巴黎圣母院》的
人，巴黎圣母院的玫瑰花窗，不过是
一块块彩色玻璃，没有美的享受；对
于没有读过《飘》的人来说，红泥土的
温暖与坚定，种植园一望无际的棉花
田，不过是泥土，不过是棉花，没有亲
切感。

杜甫有一句话才叫精炼——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还记得雅典娜是如何出生的
吗？她穿着盔甲，手持矛和盾，从宙
斯的脑袋里蹦了出来。初读《希腊
神话》时，我对于这个场景难以理解
其奥妙所在。当我在大英博物馆看
到这一场景的时刻时，听到讲解员
细致的讲解时，惊觉希腊人的艺术
智慧。

只有书上的文字与眼前的景致
融为一体的时候，才能带来极致的
美的享受。

而有时，正因为美的享受，才激
发了人们对文字、对文化的追求。

徐志摩是大名鼎鼎的风流才
子，他为给 16 岁的林徽因撑船，专
门跑到剑桥大学读书。原来文化大
家也有如此冲动的时候！

可当坐在小船上在康河上轻速
慢行时，我不禁陶醉在这样一种意

境里——“寻梦？撑起一支长蒿，向
青草更青处漫溯……”这正是徐志
摩对往昔生活的一种回忆、留恋。
而当他一个人再次面对康河时，又
是什么感受？《再别康桥》。

虽然徐志摩的感情生活跌宕起
伏，但他却因此创作出许多经典诗
句，给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让人们
对康河又多了一种诠释。康河也因
它给人们带来除了历史的厚重与其
自然魅力的又一重美的享受。

美的享受，还在风土人情中，可
见一斑。

在温德米尔湖的渡船上，我有
一个约定，那是和一个英国小女孩
结下的。她很活泼，对于我这一个
陌生人说了很多话，给我介绍了她
所感兴趣的事物和她对英国的了
解。我们约定会到对方家里去做
客。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联
系，但那时她真诚的，犹如温德米尔
湖般清澈的眼睛，给我留下了一个
美好而永久的回忆。

这何尝不是一种美的享受？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书本

充实自己的大脑，用行动付诸于实
践，才会让心灵感受到：这真是美的
享受！

传承好家风，共筑中国梦
陈芝芳

家 风 的“ 家 ”，既 是 家 庭 的

“家”，也是国家的“家”。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要“注
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强
调“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
的命运紧密相连”。孟子曰：“不以
规矩，不能成方圆。”好的家训、家
规、家风不仅承载了祖祖辈辈对后
代的希望和鞭策，也同样体现了中
华民族优良的民族之风！

家风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一
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如：
优良的道德氛围、健康的思想氛
围、主动的情感氛围、认真的学习
氛围、节俭的生活氛围等等。正是
这种氛围，造就了一个个身心健康
的人、有作为的人乃至对社会有突
出贡献的人。可以说，好家风打造
了孩子成长的好摇篮。在祖国加
快改革步伐、努力实现中国梦的新
形势下重提家风建设，有着非常重
要的意义。

从古至今，颜之推《颜氏家
训》、诸葛亮《诫子书》、周怡《勉谕

儿辈》、朱子《治家格言》、《曾国藩
家书》、《傅雷家书》等等都在民间
广为流传，闪烁着优良家风的思
想光芒。历史上的“孟母三迁”

“岳母刺字”等等，同样展现着优
良的家风。好的家风不但对自己
有利、对子女和家人有利，也逐步
影响着大众的道德水平与社会风
气的提升。

认真做事，诚信做人是我家的
家风。“认真，认真，一定要认真
……”在我还在读书时，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总是用这样简单、朴实的
语言来要求我，教导我。“一定要认
真观察，多点耐心，就一定能做出
来的……”每次考试前，我总在心
里对自己默默地说。现在我同样
要求着我的孩子，认真对待学习，
认真对待每一件事。

上学期期末复习的一天，有位
同学生病了没来上学，作业让我家
孩子带回来。我一进家门，孩子就
在门口等着我，着急地跟我说：“妈
妈，我忘记给同学带作业了，您能

不能送我去趟学校。”虽然天快黑
了，我也很累，但既然是孩子答应
人家的事情，那一定要做到。我们
赶去学校拿作业，班级里怎么也找
不到同学的作业，去门卫问了也没
有，由于走得着急没有带手机，我
们只好空着手去了那位同学家
里。原来，那位同学的妈妈放学时
正好有空，就去学校把作业带回来
了。回家的路上，我和我家孩子
说，这一趟我们没有白跑，每个人
必须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既然答应
人家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

要让孩子撑起自己的未来,必
须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那就是认
真做事，诚信做人。只有做到这一
条,自己的未来才有最基本的保
障。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曾说
过：“播下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
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
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人生。”认
真做事，诚信做人，让传统的文明
美德发扬光大，传承好家风，共筑
中国梦！

有人说：“玩具是儿童的天使”，
的确，同学们都喜欢玩玩具。有些
人喜欢神勇无比的奥特曼，有些人
喜欢时尚俏丽的芭比娃娃，而我喜
欢玩具枪，其中最喜欢的是M416突
击步枪。

M416突击步枪的颜色虽然是黑
色，但是它外形非常美观。子弹采
用的是晶莹剔透的水晶弹。每逢双
休日，我总要拿出心爱的枪玩耍。
首先，要泡好水晶弹，然后把水晶弹
放入弹夹，不断抖动弹夹，直到水晶

弹能够弹出。再把弹夹装入枪中，
拉下枪栓，水晶弹就上膛了，然后扣
下扳机，水晶弹就“啪”的一声，发射
了。你可以把一个小靶子放在前
面，然后尝试着瞄准目标射击，如果
击中了，小靶子会倒下去。

我非常喜欢玩各种各样的枪：
手枪、步枪、狙击枪，还有冲锋枪，我
样样都会玩。我还想悄悄告诉你，
等我长大了，要像爷爷那样，当兵拿
枪，保卫祖国呢！你们说，我，棒不
棒！

美的享受
蒙山中学初一（1）班 高琳

我最喜欢的一种玩具
金山区实验二小三（5）班 刘徐海

上师大二附中高二（1）班 李晨辰

闲
庭

罗
星
中
学
初
一(4 )

班

黄
金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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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xyjsxy2404201924042019@sina.com@sina.com
5.来稿请注明学校、年级、班级、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