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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选址金山，枫泾发展迎来新机遇
本报讯 经过近两年的接触、考

察、比选、洽谈，乐高乐园把目光投向

了上海。11月 6日，第二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举办期间，在市政府

的关心支持下，上海市金山区区长

胡卫国，丹麦乐高品牌集团执行主

席袁威，英国默林娱乐集团首席执

行官尼克・瓦尼，CMC Inc.华人文

化集团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黎

瑞刚共同签署投资合作协议，正式

宣布全球家庭娱乐主题乐园度假区

—乐高乐园主题度假区选址上海市

金山区。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陈寅出席签约仪式。

据悉，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总

投资预计 5.5亿美元，将成为全球

最大的乐高乐园度假区之一，初步

计划 2023年建成开园。除了风格

独特的乐高主题乐园外，还将拥有

与之配套的全场景式主题酒店。

项目本身加上周边前期投入和配

套，未来区域总投资将达到 100亿

元人民币左右。

上海大型主题乐园将实现“两
翼齐飞”

据悉，签约各方将共同出资成

立合资公司开发建设上海乐高乐园

度假区，并携手成立管理公司运营

度假区。度假区将融合乐高积木主

题元素与中国文化，面向2-12岁儿

童的家庭，营造沉浸式亲子互动体

验，给孩子们和家庭提供激发想象

创意、富有科技感的娱乐体验项目

及互动益智课程。

项目建成后，有利于推动上海

形成“东有迪士尼、西有乐高”的主

题乐园布局，构建东西两翼齐飞的

全域旅游发展格局。

“乐高项目选址上海金山，体现

了外国投资者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战略和对中国、上海大市场的高度

看好。”金山区区长胡卫国告诉记

者，此次乐高乐园选址金山，不仅有

利于沪浙经济对接，更好促进长三

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对金山而

言，这也是增强区域发展动力、提升

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的重大契

机，有利于加快地区转型升级

步伐，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

服务业“两业并举”，打造国际

化大都市的高品质生活，进而

推动金山成为宜居、宜业、宜游

的长三角节点性城市。

促进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发展
乐高乐园度假区之所以选

择选址金山，与金山良好的区

位优势不无关系。金山地处上

海西南，东临东海、南濒杭州湾、西

与浙江省接壤，是长三角更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的桥头堡。上海乐高乐

园选址金山，将为上海市民呈现深受

全世界儿童和家庭喜爱的乐高品牌

乐园，将有利于沪浙经济对接，更好

吸引苏浙皖乃至全国游客来乐园游

玩，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金山距离上海市中心1小时车

程可达，这 1小时车程同时可覆盖

长三角 16个重要城市，2小时内车

程覆盖长三角5500万人客源区域。

如果说金山的定位是长三角更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的桥头堡，那么金山

西南角的枫泾，就是长三角各省进

入上海的第一站。近年来，基于枫

泾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总体目标，以

及枫泾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枫泾镇提出了小镇更

新和众创汇聚的发展思路，通过“产

业更新、古镇更新、社区更新、乡村

更新”，实实在在提升了百姓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随着乐高选址金山，

枫泾发展将迎来重大机遇，必将成

为炙手可热的“炉芯”。 综合采写

上海金山与默林娱乐集团、Kirkbi投资集团、华人文化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本报讯（沈其虎、车健）10
月31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副

局长陶永华带队赴枫泾调研有

机认证监管工作。金山区副区

长邱运理，市局认证监督管

理处处长刘春扬，区市场监

管局党委书记、局长陈坚，枫

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胡晓

岚等陪同调研。

陶永华一行先后察看了上

海开太鱼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石库门酿酒有限公司，听

取了枫泾所有机产品认证监管

工作的汇报。陶永华充分肯定

了基层监管部门在有机认证监

管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要求

加强服务指导，助推企业在高

端品牌上有所建树，要坚持有

机产品认证市场化运作的道

路，提高质量品牌的“含金量”。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陶永华来枫泾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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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启动，让厂区成为美丽风景
本报讯（俞翔）10月28日，枫泾

镇“美丽厂区—和谐园区”创建暨兴

坊路两侧环境综合整治现场会在殷

明建筑公司内召开。枫泾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胡晓岚宣布创建工作启

动，镇党委副书记周金龙出席会议

并讲话，镇相关职能部门，工业区管

委会，贵泾村及创建企业代表共

100余人参加会议。

周金龙围绕认识创建工作重要

意义、加强宣传引导、把握重点任

务、提高部门契合度这四个方面作

了讲话。他指出，改善工业区环境

面貌，是党委政府从枫泾镇经济发

展全局做出的决策部署，对优化我

镇营商环境有着重要意义，也是实

施枫泾镇“四大更新”的重点内容之

一。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掌

握方法，把创建当成一件实事、好事

来抓，逐步推进，通过创建，使“美丽

厂区”成为我镇工业区一道靓丽风景

线，最终为枫泾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副镇长刘敏主持现场会。

现场会上，枫泾工业区党支部书

记、副总经理卢喜忠宣读了倡议书。

贵泾村、市容所、创建企业代表

作了表态性发言。

工业区、贵泾村、相关单位、创

建企业代表签署倡议。

会后，与会人员共同参与了兴

坊路两侧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据悉，枫泾镇“美丽厂区—和

谐园区”创建工作为期三年，以“规

范经营美、厂区环境美、文化建设

美、劳动关系美、发展方式美”等五

美为创建标准，积极开展整治环境

卫生、完善基础设施、深化垃圾分

类、强化安全环保、抓好宣传教育

等五项重点工作。通过“美丽厂区

—和谐园区”创建，旨在提升企业

厂区形象，进一步推动枫泾镇特色

小城镇“产业更新”。

本报讯(朱丽燕)11月 1
日,枫泾镇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对照党
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区委
第八基层指导组组长叶成章
应邀出席指导。镇党委书记
张斌及领导班子成员参会。

叶成章高度评价了我镇
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工作。
他指出，对照党章党规找差
距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规定动作，也是
党委班子成员加强交流、提
升凝聚力的有效途径。枫泾
镇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入开展
自身问题的查摆，将落脚点
放在问题的解决上面；也要
将主题教育的典型做法经验
在全镇推广，坚持把主题教
育与中心工作相结合，确保
主题教育成效的连续性。

对于整个专题会，张斌
指出，一是要在理论学习上
再深悟。全镇要始终把学习
教育作为主题教育的根本，
坚持原原本本学、及时跟进

学、联系实际学；二是要在自我检视
上再深查。结合各自思想和工作实
际，继续深入对照党章党规查摆自
身存在的问题，把自己摆进去，把职
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入细致
检身自省。三是要在整改落实上再
深入。坚持边学边查边改，把“改”
字贯穿始终，对照工作要求，列出

“问题清单”，逐条逐项细化整改措
施，切实防止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四是要在学用结合上再深化。及时
梳理总结实践中探索的可复制可推
广的创新举措和实用经验，以工作
实绩来检验和体现主题教育成效。

会上，镇领导班子结合自身工
作实际，逐条对照“18个是否”，联
系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认真查摆
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措施。

通过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各
班子成员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锻
炼，坚定了遵守和践行党章党规的
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肖贵玉来枫调研
本报讯（范黎平）11月 2日，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贵玉来到枫

泾，与枫泾镇社会各界代表开展座

谈。本次座谈也是 2019年第二次

市人大代表集中联系枫泾镇社区活

动。金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杜治

中，枫泾镇党委书记张斌，副镇长顾

学芳，镇人大副主席、镇总工会主席

沈德兴等出席座谈会。

围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和民

生工作、社区工作，来自驻枫企业和

文教卫生部门、村居的代表们各抒

己见，充分发表了意见和建议。大

家的声音集中在企业的堵点难点痛

点，以及留住乡村老师、提高社区医

院全科医生比例、增加高铁停靠班

次等议题。

在认真聆听后，肖贵玉表示，希

望枫泾镇高度关注实体经济，着力

发展工业和制造业；要以问题为导

向，实实在在改善营商环境，服务好

落户企业；希望金山保持先发优势，

筑牢上海先进制造业的根基。

就反映的民生问题，肖贵玉表

示，可以进一步形成详细的报告，把

内容做细。他将认真汇总收集到的

意见建议，梳理后向有关部门反映，

并尽力促成解决方案的落地。

座谈会前，肖贵玉走访调研了

石库门酿酒有限公司和普瑞玛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两家企业。

本报讯（金闻）近日，区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区禁毒委主

任沈金龙带队赴位于枫泾镇的

上海清远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实地走访了企业禁毒宣传栏、

综治禁毒工作室、禁毒承诺墙

等，查看了员工食堂、企业办公

楼禁毒氛围营造情况等。

区政法委副书记、禁毒办

主任叶耿耿、区总工会副主席

季蕾、枫泾镇党委副书记蒋冠

华等陪同调研。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沈金龙调研枫企禁毒工作

简 讯

11月5日，第二届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盛大开启。枫泾是上海的西南门户，这里有一群西南门户守门

人，在进博会期间，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全心投入，为进博会的顺利召开构筑了一道铜墙铁壁。范黎平/文

守好上海进博会西南门户守好上海进博会西南门户

图为民警在姚庄路口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图为民警在姚庄路口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 俞翔俞翔//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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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

为爱戒烟
□ 贺江堂

摄影《进博盛会》 俞凯

艺术欣赏

共和国赞 □ 李新根

新义村民间传说 失灵的泰山石敢当(中）

□ 郁伟新

我家三代人的读书故事
“五一”期间与朋友喝茶聊天，在

聊到今年建国70周年话题时，一位曾

在金山电视台工作过的朋友问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最大的变化是

什么？”我不加思索脱口而出：“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他说“应该是全民

文化素质的提高，从建国前的文盲半

文盲社会建设成教育如此发达的国

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大功

劳。”是啊！国家的建设发展，人民的

生产生活，哪一样离得开文化？是教

育事业的发展让我国日益繁荣富

强。每家每户每人都是教育的受益

者，我们家庭从贫困走向小康也是享

受着教育的红利。

父亲的故事
我父亲出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

由于家境贫寒，父亲没有真正上过一

天学。在他十岁时，村上来了一位教

书先生，学堂就办在我家的对面。爷

爷准备把父亲送去读书，可一听先生

说要交一石米，爷爷急忙退了出来。

眼看有钱人小囡走进学堂，父亲只能

眼巴巴在学堂门口转。上课了，父亲

好奇地倚在窗口看他们读书，回到家

里他对爷爷说，我也能识几个字了，

“人”就是两条腿撑开，“口”是一个方

格子。爷爷嗯了嗯说，“在外面别吵

着。”父亲点点头，第二天继续“偷

学”。这位先生人也蛮好，父亲在外

面偷学他只当没看见，后来爷爷跟他

相熟了，经常送一些青蚕豆、黄瓜、青

菜之类的农产品过去，父亲也得到了

先生的关照，有时下雨天，教室有空

位，把父亲叫进去坐在教室里。就这

样父亲当了三年“课外生”，由于抗日

战争爆发了，教书先生惜别他的学生

和我们一家回老家去了。直到解放

初，全国开展了扫盲运动，父亲才去夜

校接受扫盲学习。1954年3月。枫泾

区要在我们所在的菖梧乡成立“农村

信用社”，要负责扫盲的“老师”物色一

名能算会写的学员当信用社主任。当

时父亲是入党积极分子，又是蒋湾村

村长，便成为菖梧乡第一位信用社主

任。直到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菖梧

乡撤了，父亲也被辞退回家种地，可还

经常有人称父亲为“李社长”。

我的故事
我生不逢时，刚读上三年书就遇

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本该读

书的年龄却被荒废了，整天背着瘪瘪

书包，有时索性把红宝书夹在腋下去

学校瞎胡闹。父亲看到我这样也很

着急唐，可在“复课闹革命”、“读书无

用论”的环境下，父亲只能叹息，他不

至一次对我说，“大家都文盲，怎能搞

社会主义建设？”。

1972年4月，我初中毕业，自然

回乡务农。当时“政治”氛围浓，每天

中午都要利用歇凉时间进行学习，读

读报纸，传达大队精神。一次队长把

一张解放日报递给我，说把第一篇文

章读读。我哪敢推辞，第一次在那么

多人面前读报纸心里开始有点紧张，

没念几行就有一个生字读不出来，

“嗯嗯”急得我满脸通红，还听到一阵

哄堂大笑，队长还说，初中生连个报

纸也不会念？我羞得无地自容。这

时邻坐的一位知青接过报纸念了下

去。他不紧不慢地朗读着，社员们听

得鸦雀无声。这天我就像犯了错一

样，整个下午都闷闷不乐，夜里一觉

醒来还心有余悸。

第二天晚上，我去那位知青处

玩，只见他边读书边翻一本很厚的

书。交谈中看我对昨天的事还耿耿

于怀，就说，不识字我也有，就找这位

“老先生”请教，随手扬了扬那本书。

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新华字

典》，便接过来翻了起来。他也非常

友好地给我介绍如何查字典。当时

我就下了决心，要通过字典把我少识

的字补回来。

一天下午正好下雨，队里放假，

于是我把抓黄鳝卖的钱，冒雨去枫泾

镇上买回了我人生第一次的学习投

入（下转1.4版中缝）

一九八五年我到乡政府工作，
办公室一共四个人，就我不是烟
民。新来乍到，总觉得不合群，我
爸说“香烟是介绍信。”于是乎我兜
里有了“大运河”，有了“凤凰”，工
作之余，茶余饭后，常恐别人“捷足
先登，”我便率先递过“介绍信”，大
家垂首作揖，打哈哈，继而在吞云吐
雾中多了些话题，似乎也拉近了心
的距离。于是乎便衍生出老领导的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指点迷
津，从此我便光荣加入了“月光族”
的行列，乐此不疲而心安理得。

几年后，经人介绍我有了对
象，对象对我唯一要求是戒烟，因
为心仪我愿赴汤蹈火，我宣布从此
不再抽烟。然而，我终非意志如铁的
英雄，内心本就蠢蠢欲动，趋“烟”若
鹜，终于在年终聚会上，领导一句“烟
酒不分家”便大开烟戒，从此便一发
不可收。老婆重提”拉钩”协议，我
便笑谈那是儿戏，反正生米已成熟
饭，吃泡饭的可能性不大。人一旦
无畏，就会放肆，之后每当星期天，
便约三五朋友回家打牌、喝酒、抽
烟，不足30平米的小屋常常云山雾
罩，灰白色的厚厚的云层有时到夜
深人静也不肯散去，老婆终于是可
忍孰不可忍，悄悄然躲进娘家成一
统，管你放浪任你怂！那时候在政
府做事，有需求的人把准“脉”，常来

“烟酒不分家”，我便顺其自然的成了
人民的“公仆”，做了香烟的奴仆。

烟民做到不要脸的份上，戒烟
的过程自然十分艰难。后来生了
一场病，医生劝诫烟是不能抽了，
否则就是肺气肿。我决定戒烟，这
次老婆没有和我“拉钩”，她说不要
脸的人发誓如放屁，革命还是靠自
觉。我一老师郑重告我，戒烟不仅
要有意志力，还要以积极的心态面
对。我遵从师教，在案头，办公桌
上放着各种不同的香烟，烟瘾来
了，躺在椅子上，抽一根在鼻子上
尽情的吮吸，然后把海绵嘴的一头
衔在嘴上吧叽着，弄出很响的声
音，像极那鸭在水边觅食发出的

“嚓嚓”声，之后长长地吐口气，便
傻傻的望着假想的烟雾烟圈如痴
如醉……老婆每次见我如此，常常
忍俊不禁，有时笑得前仰后合，她
说我吸烟的样子俨然断奶的孩子
嘴里塞上一个奶嘴，煞是可爱。

前天和一朋友聊天，他说夜里
睡不着觉，就坐在床前一支接一支
抽烟，常常咳得厉害，但戒不掉。我
忽然想到我的父亲，父亲抽一辈子
烟，以前都是自己种的土烟，他说劲
大，每次他抽烟，我们都呛得不行，
后来他就改抽盒子烟。他说虽然不
过瘾。不至于太影响他人了，再后
来。他居然不买烟了，别人给他他
也不拒。没了也不买，忍着。那时
我常想，不抽也罢，对身体也好。爸
去世后，我妈说爸后来不抽烟是怕
我们吸二手烟，他说吸二手烟更影
响健康。我的心好像被蜇了一下。

爸活着时，我们总想他不吸
烟，今天回想起来，竟然为他到了
晚年没能让他痛痛快快的吸烟感
到心疼，感到愧疚。

物本无情，物皆有情。其中道
理我明白了几分？！

醉美枫泾

致和桥边
□ 石降红

致和桥位于上海西南边上的枫
泾古镇，枫泾古镇是古时吴越两国
的交汇处，现在古镇一个景点便是
吴越界碑。致和桥是一座古老的石
桥，桥边的文字介绍上讲建于元代
致和年间而得名“致和桥”，距今已
有 700多年的历史，是枫泾现存最
早、保存最完善并在继续使用的古
代石拱桥。

我来枫泾工作三年后，财力不
足而又面临结婚压力，于是便买房
在致和桥不远处一个较老的叫建枫
新村的小区，大女儿就出生于此。
我经常和女儿来致和桥边玩耍，从
她在襁褓之中，到她蹒跚学路，再到
她出口说话，我们都在致和桥边留
下了身影。女儿特别喜欢站在致和
桥上看风景，桥下的河上常会有游
客坐着船经过，老船夫摇着船慢慢
地驶过，女儿看到总是比较兴奋。

致和桥的西边是南大街，是条
商业街，不过不如北大街那样繁华
热闹，游人也较少，反而显得闹中取
静。致和桥的东边是得泉亭和枫溪
长廊，是枫泾古镇的重要景点，节假
日时游人如织，非常热闹。后来又
开发出了景点江南水乡婚俗馆，可
以了解婚俗的古今变化，更加丰富
多彩了。

我们在致和桥边住了三年左
右，大女儿逐渐长大，那里的小房子
显得越来越拥挤，于是我们便搬到
了别处，致和桥那里去的机会就少
了。我偶尔会回到致和桥边，到婚
俗馆里看看，在枫溪长廊上走走，找
老房子楼下的阿婆们聊聊天，感叹
着岁月变迁，物是人非。

妙空捏着指头摇头晃脑念念

有词好一阵，才慢吞吞地说：“这

事儿我能为员外办成，不过需老

员外随我同行，花多少银子，都不

能抱怨。”

杨大户连声表示只求解除煞

气，只要后继有人，耗费千万金也

在所不惜。妙空算好了良辰吉

日，等到九月初一，一行人出发前

往泰山而去。

一路上星夜兼程，终于到了

泰山脚下，妙空带着杨大户奔波

各处求购，终于搜购到两块万钧

巨岩，这二块大石，长约二丈，宽

高各一丈有余，少说也有几十吨

重，杨大户看着妙空，不知道这庞

然大物要怎样才能运回到千里之

外的新义村。

妙空却胸有成竹。先雇佣了

两百多名身强力壮的人夫，带着

他们连夜打造了两辆巨大的雪

橇，两百余人合力把大石滚到雪

橇之上。众人用绳索拉的拉，用棒

槌撬的撬，用手推的推，用肩掮的

掮，一步一步艰难的前行，同时在

雪橇前行的路途安排数人专门泼

水让路面结上冰，以减轻阻力。

就这样，这支队伍行走在隆冬

的官道上，长途跋涉，历尽艰难，终

于来到了江南地界。此时已是正

月末的光景，江南即将结束春寒，

气温开始上升，而此时的众人，已

精疲力竭，如果地面不结冰，实在

拉不动这二块巨石了。

杨大户眼看家乡在即，却寸步

难行，急得满嘴起了燎泡。那妙空

却不慌不忙，说道：“我今晚作法，

让天降大雪，咱们依旧可以不耽误

赶路。只不过，小道一直有个心

愿，想建一座道观。现在诸事齐

备，只差数百两银子的工匠钱，您

看……”

杨大户一听这话心中半信半

疑，虽然这妙空有点本事，可是

初春时节在江南下雪，还真不

多见。所以他咬咬牙对妙空

说，只要大师真能让天降大雪，

我愿出这五百两银子帮大师了

却心愿。

当天晚上，不知道妙空关在

房内鼓捣些什么花样，不到半夜，

竟然北风凛冽起来，不久，鹅毛般

的大雪纷纷洒落，杨大户喜从天

降，赶紧唤起了人夫，连夜赶路。

这场大雪带来一股寒流，居

然持续了二十来天，等到天气转

暖，大石已运到杨家荷花池边。

两块巨石在杨家落了户。杨

大户问妙空如何放置，妙空说，一

块大石凿成整体相连的河埠，镇

在荷花池东北方位，叫步步（埠

埠）高升，另一块泰山石，凿一条

石船，停放在荷花池里，这叫岁岁

（船船）平安。如此这般，不仅能

镇了那阴气，还可保佑杨家岁岁

平安，杨家后人步步高升。

诗词苑

祖传医术处方奇，德艺双馨一代师。

尚有论文经典著，赢来业界好评辞。

陶慕章（1910-1995），上海第二医

科大学教授，瑞金医院中外科主任医

师。从父学医，1930年在上海开业，行

医60多年，祖传和研制的“回疔丹”“骨

痨汤”“长皮膏”等验方，治愈了许多疑

难杂症。还发表论文30余篇，多次获

奖和受到医学界高度评价。《陶慕章医

话》收录于《上海老中医经验汇编》。

枫泾名人百咏(九十五)

□ 郁林兴

沪上名医陶慕章

乡村故事

枫叶红时果粟丰，

泾上络绎不绝游。

古卜幽静千年景，

镇民崇信厚德风。

人来驻足不舍走，

杰画出自作田翁。

地方治理秩序好，

灵透东西南北中。

□
程
矿
明

隐
头
诗

诗
词
苑

（上接 4版）一本《新华字典》，

便爱不释手，经常在没事时翻

翻。这本《新华字典》成了我学

习成长的好老师、好帮手。也

正是这本字典，让我顺利当上

了生产队会计，也让我学会了

写作，从一名广播站通讯员，慢

慢成为枫泾社报的采编人员，

写了不少文章，解放日报也发

表过几篇。前年，上海市举办

读书征文比赛，我就用我的经

历写了一篇题为《一本字典开

启我的人生梦》，获得了三等

奖。现在我虽已有不少其他工

具书了，可这本书页泛黄、渍迹

斑斑的《新华字典》，还静静躺

在书柜里。

女儿的故事

我女儿刚上学的时候跟我

小时候一样，对读书不感兴趣，

有时连作业也完不成。一次因

为交不上回家作业，被老师罚

写自己的名字一千遍。写到晚

上 10 点钟还没写完。由于天

很冷，笔也握不住，她边哭边

写，写着写着突然不写了，转过

身来对我说，“爸爸我真不想读

书了！早知道读书这样苦，打

死我也不上学。”我问她“不上

学长大干什么？”“妈妈不识字

也照样种田吗？”从这天起我就

想方设法培养女儿读书兴趣，

晚上经常陪她写作业，碰到问

题辅导她，还给她讲学习方

法。稍微懂一点就给她讲爷爷

和我读书的故事，还把父亲那

句“大家都文盲，怎能搞社会主

义建设？”搬给她，给她讲大

道。她慢慢对读书有了兴趣，

成绩也上来了。

我女儿有一个初中同学，

经常有事没事找我女儿出去

玩，我阻止她，批评她，叫她

好好读书，她一脸不悦，还对我

心存怨气。结果我女儿考上了

金山中学，她连普通高中也没

考上。后来这位同学又一次来

我家，看见我有的不好意思，我

知道她后悔当初没有好好读

书。就留她吃饭，循循善诱她，

鼓励她抓紧复习，有机会再考

中专、职校。

四年后的一天，我脚纽伤

了，去枫泾医院看病，刚进候

诊室，一位二十来岁护士上前

叫了声“伯伯”，我还没想起

谁，她摘下口罩说，“我是俞花

呀。”她热情招呼我坐下，就

说：“伯伯，我真要感谢您，幸

亏听您的话，回去后认真复习

功课，第二年就考上了卫校，

去年分配到这里做护士”。我

真为她高兴，也为自己没白

“唠叨”感到欣慰。

我女儿自然也考上了大

学，现在一家银行做理财工

作。今年五一节前几天她给

我发来了一组在清华大学的

照片，说是在接受总行安排的

“财富高级管理研修班”培

训。我当然感到高兴。这是

国家丰富的教育资源使她有

了学习成长环境，也找到了比

较理想的工作。我回复她好

好工作，回报国家对教育事业

的投入。

有位哲人说过：“文化是一

个民族的灵魂，没有文化的存

在，没有民族的存在。”是啊，没

有文化的发展，何来民族振

兴？我相信，随着我国教育事

业的不断发展，中华民族终将

站在世界之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