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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朱泾镇“担当自律作表

率，不忘初心话奋斗”领导班子专

题学习研讨会走进党建服务中心。

原朱泾公社民主大队党支部书记王

培金、亲历核爆的“马兰人”黄恒

亮、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兵杨友

美三位老前辈老功臣用朴实无华的

语言，讲述了他们从艰苦年代、戈

壁沙漠、枪林弹雨中一路走来的理

想追求和奋斗精神。在场的党政班

子成员无不深受教育，接受了一次

难忘的精神洗礼。

一位模范典型，就是一座精神

丰碑；一个身边榜样，就是一个城市

风尚的“精神名片”。在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朱泾

镇注重挖掘“身边榜样”，用身边的

榜样教育身边的人，用身边的事迹

感染身边的人，引导党员干部对照

典型事迹，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使命

责任。全镇各基层党组织还开展了

“我的初心故事”学习交流活动，组

织党员一起聆听“身边榜样”的初心

故事，感受他们坚守一生的初心使

命，重温他们无私奉献的胆魄风骨。

“当年，在老山前线，我遭遇过

二次险情，一次是在向一线阵地开

进途中，遭遇越军炮击，险些被击

中；一次是在阵地上吃饭时，一发炮

弹落在菜盆上，气浪把我们掀翻在

地，结果炮弹没有爆炸，是枚哑弹，躲

过一劫。”再忆金戈铁马，69岁的老兵

杨友美精神矍铄，声音高亢……

前不久，在众安居民区党支部

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学习交流会上，聆听杨友美讲

述老山的战斗故事，党员们的心情

久久不能平静，眼前仿佛重现了三

十多年前的那场血与火的战争场

景，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感受到

了和平环境的来之不易。

前来聆听报告的朱泾镇社区党

校名誉校长张汉为感慨地说：“身边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从老前辈老

功臣的精神世界里汲取养分，我们会

让自己的生命更有张力、更有高度。”

而在该镇举办的基层党建资料

实物展上，抗美援朝老战士的军功

章、立功证书，参与原子弹试爆工作

的老照片，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老

战士的光荣证，公安部队老同志的

纪念章等老物件格外引人注目，也

激励了党员干部感悟初心使命，共

同创造朱泾更加美好明天的干事热

情。

朱泾镇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开展

“三想三问”讨论活动：想一想先辈们

的英雄壮举，问一问自己的差距在哪

里？想一想自己做得怎么样，问一问

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想一想弘扬传

统的责任，问一问自己的精神状态好

不好？使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初心使

命记于心，责任担当践于行”。

“老党员、老功臣好比挂在身前

的镜子，可以直接映照出我们自身

的不足；好比竖在跟前的标尺，可以

立马测量出我们自身的差距。”在钟

楼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彭岚看来，在

日常工作中恪尽职守，在普通岗位

上埋头苦干，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

己的英雄”。 通讯员 许士杰

本报讯 （记 者

林鹍鹍鹏 唐屹超）10
月 17 日下午，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革命传统

教育”专题学习会在

陈 云 纪 念 馆 举 行 。

区委副书记、区长胡

卫国，市委第五巡回

指导组副组长赵英

等出席。

在陈云纪念馆，

区领导向陈云铜像敬

献花篮。随后，大家

一同参观了陈云生平

业绩展、陈云文物展，

学习陈云同志事迹。

在学习会上，陈云纪

念馆党委委员、陈列

编研部主任房中受邀

作《学伟人、悟初心、

担使命——陈云与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

使命》专题辅导报告。

胡卫国指出，要

在学史知史中厚植爱

党爱国情怀，深刻认

识红色政权、新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

之不易；要在学史知

史中坚定马克思主义

信仰，坚定不移为实

现既定目标而奋斗；

要在学史知史中把握

前行奋进方向，树立

历史思维，培养历史

眼光，增强历史担当。

胡卫国强调，要

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

行动，接好新时代的接力棒，走好新

时代的长征路，立足岗位，勇于担

当，攻坚克难，对照目标找差距，聚

焦难题抓冲刺，用稳增长的硬任务

落实好促发展的硬道理，确保完成

今年目标任务，确保明年平稳开局。

本报讯（记者 樊国庆 见习记

者 项竹彦）10月17日上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整改落实专

题会议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推

进会举行，区委副书记、区长胡卫国

出席会议并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

为导向、以目标为导向，持续提升垃

圾分类的实际成效。

会前，胡卫国先后来漕泾镇康

发、山青小区和蒋庄村，实地察看了

解垃圾分类工作。漕泾镇康发、山青

小区是一个半开放小区，外来人口较

多，管理部门设置了较多全天候固定

投放点，方便居民投放。蒋庄村则创

新性地将附近一处闲置房屋改造成

绿色小屋，不仅能够存放可回收垃

圾，还能够为村民活动提供场所，同

时村里还改建了一处集村民休闲和

垃圾分类宣传于一体的垃圾分类主

题公园。

胡卫国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充分认识垃圾分类重要意

义，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

老百姓幸福感和安全感。要坚持以

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导向，以目标

为导向，持续提升垃圾分类的实际

成效。要加快设施建设，进一步完

善收运体系建设，提升末端处置实

效，坚决执行好湿垃圾“一日两清”

规定，坚决杜绝运输环节中跑冒滴

漏现象。要明确短期与长期目标，

形成垃圾分类长效管理机制。要加

强宣传工作，建立强有力考核监督

机制，形成共同担当共同担责压力

体制。要广泛共勉，加强志愿者队

伍建设，加强网格员队伍建设等，形

成治理合力。

据统计，截至 9 月底，我区垃圾

分类已覆盖 26.6万户家庭，273个小

区，124 个行政区以及所有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改建新

建定时定点垃圾房 825个，源头达标

实效基本实现全覆盖；建成“两网融

合”服务点 397 个，建成两网融合中

转站 3 个；新建大件垃圾处理站 3
个；漕泾镇获得第一批“上海市生活

垃圾分类示范街镇”荣誉称号。

朱泾镇通过“红色资源”让主题教育走心入脑

听“身边榜样”讲述初心故事

主题教育整改落实专题会议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推进会举行

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提升垃圾分类实际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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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磊 通讯

员 李轶群）10 月 18 日，“追梦

——中国农民画邀请展”在金

山城市沙滩举行。活动现场，

金山区文化和旅游品牌“金山

如画”发布。区委副书记、副区

长刘健等出席活动。

一直以来，我区高度重视

金山农民画的发展，依托金山

农民画院、中国农民画村，不断

推进农民画进校园、进社区，并

加大保护传承力度。近年来，

我区启动高平台的市场化运

作，加强农民画作品与知名品

牌的合作力度，衍生品设计开

发和销售的水平不断提升。“金

山生活”品牌已与朵云轩、英雄

钢笔、洁云、海上丝韵、万事利

等品牌合作，设计制作 137 种

共计 439 个款式的产品，其中

65 种产品共 189 个款式已投入

生产并销售。“金山如画”品牌

的打造既是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的品牌探索，也是对金山文化

旅游资源优良品质的肯定，将

助推金山文旅产业走向更有诗

意的远方。

此次中国农民画邀请展共

收集到农民画作品 945 件，作

品覆盖国内众多省市自治区，

其中 150 幅作品入选参展。中

国各地农民画乡人杰地灵，绘

画风格百花齐放，展现出多元、

充满活力的农民画文化。此次

画展将以“画”为媒、以“画”会

友、以“画”育人，实现区域间的

文化资源共享，给观众带来不

同的文化视听体验，享受别样

的文化大餐，共建文化繁荣。

据悉，该画展将持续至本月 27
日，有兴趣的市民可以前往观

看。

打造金山文旅融合发展新品牌
区文化和旅游品牌“金山如画”发布

金山二工区入选
国家级绿色园区

本报讯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布第四批绿色制造名单。金山第

二工业区获评国家级绿色园区，成为

上海唯一入选园区（也是目前上海第

二家国家级绿色园区），全国共 40 家

园区上榜。

2016 年，园区出台《金山第二工

业区项目准入管理规定》，明确引入

新项目对标欧盟标准，严格把握新项

目的清洁生产、排污指标和环保投入

等水平，并对现有企业（项目）通过技

术改造或关停逐步达到欧盟标准。

近几年已累计关停落后产能企业 50
余家。

此外，园区率先打造出一套全国

领先的智慧监管系统，35家重点企业

的 172 个厂界监测点的实时情况一

目了然，企业排放的污染物一旦超

标，系统将自动报警。

“追梦——中国农民画邀请展”在金山城市沙滩举行 记者 庄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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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朱泾东林寺东侧的东林街，

这里，保留着原来老街的一些样子，沿

街的店开在老房子群落里，带来了市

井的喧闹，在喧闹中，有处幽静、老旧、

洋气的顾氏宅，不同于平常的房子，让

人侧目。

穿过沿街店铺合围的短弄，东林

街100号就呈现在你的目前，老楼有些

破旧的样子，但却有着西洋之风，为中

西合璧的民国老洋房，当地人叫这幢

房子为“顾家大楼”。

新中国成立前，楼主是姓顾的一

户人家。后来，随着社会变迁革新和

时间“淘洗”，栖居在里面的人象走马

灯一样的变换。“里厢住的人家可多

了，嗯，象七十二家房客。”一位居住在

这里的阿婆略显夸张而面带笑意的告

诉我。

这是一幢两埭两层楼建筑。有前

院，前院的围墙上，间种着丝瓜等植

物，有的丝瓜开始占据起了高点，通过

藤蔓的牵线，与墙外发生了关系，而几

只或大或小的丝瓜，错落着垂吊着，把

一面老墙勾画的几分写意与生动。

老早，入口处的高墙，大约是只凭

借一扇前门入内的，如今的门墙还能

见到门槛石条的位置印记，现在的主

入口为拱券门，一二层结合处为罗马

线装点，窗子则是中式格式窗，过甬道

后，是两楼之间的天井（庭院），庭院左

侧还有一架木楼梯。

抬头看，顾家大楼的瓦是黑瓦，

檐下的装饰花纹却是欧式的,窗户是

木格的，玻璃和窗下却是点缀着西洋

情调，更不用说那些高大的廊柱、拱

形的门、彩花的地砖和墙砖，传统和

西洋结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第

一埭的洋气多一些，越往里走，越是

中国传统的况味，让人感觉这幢房子

有趣的风格。

听一位朱泾人的爷爷说了一点关

于这幢楼的故事。说是顾家大楼的主

人是一个小军阀的军师，此军阀与另

一势力对抗，给了他一箱钱去买武器，

他想想反正买了也是输，就拿着这笔

钱回了朱泾，造了这座楼。这座楼的

水泥板都是现浇的，可见这户人家的

“底盘”有多厚。民间故事传的有模有

样，让人颇感精彩，但有几分真实，却

是有疑问的。

100 号隔街对面的 99 号，是一幢

比 100 号高一层、更显西洋的老房子，

底楼门廊为 4 根爱奥尼式水泥装饰

柱，据说，与 99 号楼是顾家的两兄弟，

阿爸是同一个。在老城朱泾，顾氏似

乎并不算显要的大族，但也是出了不

少人物，譬如南社人中的顾骏、顾宝

瑚、创办柘湖小学堂并任校长的顾骝、

担任科学家高锟少年家庭老师的顾荩

丞、顾建中等，当然这些顾姓与顾家大

楼的顾之间是否有关联，这就暂时不

得而知了。

走上蹭的光亮的阶梯，“咯吱咯

吱”，木头的圆头的扶手，也已是被多

少人摸了千万遍的样子，作为后来者，

我们没有看到那些打扮入时的穿旗袍

的闺秀、戴礼帽穿斜襟衣或礼服的先

生，他们穿行在时间里，已成了周遭人

口中断断续续的传说。

江南多舟楫，励志者常说“击楫中

流”。塞北出骏马，奋斗者偏爱“路遥

知马力”。本来金山这个多情的江南

鱼米之乡，和骏马没有太多的直接关

联。金山历史上的那些状元，回乡省

亲时也都很低调，他们会捐资造桥，但

不追求鲜衣怒马。

某日，市体育局有关负责人告诉

我，上海将展开青少年马术运动的普

及工作，并已经选择了八所学校进行

基础训练。对方还告之，其核心训练

基地就是在朱泾的上海马术运动中

心。于是，我就结识了马术中心的书

记孙建东。

后来，我造访了马术运动中心并

和孙建东深入交流之后，觉得朱泾总

得有所学校投入普及工作吧。在朱泾

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朱泾二小被选

为接受马术文化普及工作单位，孙建

东也很高兴接受朱泾二小的邀请，担

任了学校体育的课外辅导员。

国庆节前，我到朱泾二小和少先

队员们谈论起马文化的话题。我告诉

同学们，马和狗一样，是人类的好朋

友。最初，马和狗为人类服务的主要

功能都是狩猎，即为了获得生存的食

物。后来进入了农耕社会，这个时候，

需要保卫家园了，马也就成了战马。

由于马的主要产地都在中国北方，北

方军队的战斗力就特别强悍。马背上

的中华民族，涌现了很多世人敬仰的

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

还涌现了特有的文化精品，如李白、杜

甫、辛弃疾都有很多气势非凡诗篇。

我们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也都是

驾驭马匹的高手。“谁敢横刀立马，唯

我彭大将军！”这是毛泽东主席讴歌长

征中的彭德怀元帅。彭德怀元帅非常

谦虚，他改为“谁敢横刀立马，唯我英

勇红军”。人民军队的骑兵部队，参加

了开国大典。

随着科技的发展，骑兵部队退出

了作战行列。但依然参加边境巡逻任

务。前段日子，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了

甘肃的山丹军马场，那个军马场已有

二千年历史了。目前主要提供用于边

境巡逻、草原放牧、特色旅游的马匹和

少数民族运动会的赛马。

上海马术运动中心是同国际先进

水平接轨的赛马训练机构。孙建东告

诉孩子们的是，他希望，这里能够诞生

未来的奥运会、亚运会和全运会的马

术冠军。他还提议说，上海马术运动

中心有八十多匹英俊的赛马，请同学

们群策群力，为每一匹骏马起一个温

暖的名字。朱泾二小大队部及少先队

员的代表们，自然很兴奋地接受了这

个任务。

地处朱泾的上海马术运动中心作

为行业发展的根据地，那么辐射长三

角的金山必然成为马术行业的区域枢

纽。长三角区域经济条件比较好，基

础教育及高等教育偏好接轨国际，马

术将和高尔夫、沙排、帆船、滨海马拉

松一起成为有利于金山经济社会发展

的时尚体育项目。

柯岩三景
□沈永昌

马背上的新金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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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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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浙江绍兴西行 12 公里，就是

古越胜景——柯岩。区内有着鉴湖、

鲁镇和柯岩三个景区，中秋时节，秋

景宜人，我们有幸游览柯岩三景。

我们的第一站就是从百船码头

乘船去鉴湖酒岛。机动船行驶在清

澈的鉴湖中，展现在游客面前的是姿

态各现的石宕、石雕和湖中葱郁繁茂

的荷叶。从鉴湖古纤道码头下船后，

走的是一条有黄砂石铺成的长堤，纤

道不宽，上有一拱形石桥，两旁湖水

拍打着纤道，把人带入了古时水乡纤

夫艰难迈步拉纤的场景。

入夜，鲁镇的夜色是迷人的。小

镇将鲁迅小说中虚构的平面故乡还

原成建筑实体，融汇了绍兴水乡的民

俗风情。我们在街头观赏了“祥林嫂

问天”“孔乙己窃书”等鲁迅笔下人物

的街头表演，在鲁镇双面戏台观赏别

具风情的水乡社戏，一台越剧“楼台

会”，听得游客如醉如痴。绍兴臭豆

腐、茴香豆和黄酒味，加上软绵绵的

越剧腔弥漫在街头夜色的空气中，处

处体现出地道的绍兴味。

第二天上午，我们乘坐乌逢船出

岛游柯岩，一路上桂花飘香，沁人肺

腑，一个个石景更是“石破惊天”。

蚕花洞奇险历落，刀劈斧削；石竹居、

醉石亭，连绍兴有名的乌毡帽也是由

一巨石雕刻而成。当然最让人惊叹

的是被誉为“天下第一石”的柯岩云

骨。这云骨是块有 30 米高的奇石，

云骨石下细上粗，顶端一石似放上去

的一般，上面还长着一棵树，据说也

有900多年的树龄。

云骨旁的“天工大佛”同样是一

大艺术珍品。这尊弥勒石佛端坐在

石宕内，一手扶膝，一手悬在前胸，双

目微睁，一脸慈祥。椐记载，这尊石

佛高 20.8 米，是唐代的石工凿成，为

浙西四大名佛之一。就在“天工大

佛”的正前方，石工们用 99块雕刻的

巨石拼成一朵石莲花，游人置身在佛

像前，脚踏石莲花中央击掌，回音壁

即能发出荡人肺腑的回响，这种“莲

花听音”，给人以一种神秘的感觉。

柯岩始于隋唐，距今已有 1800
年的历史。柯岩石景是需要细细研

读的，正如清朝王诒寿有诗云：“柯岩

奇以中宕传，造化巧借人雕镌”。

朱泾顾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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