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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可倾述，亲情不会疏。

亲朋不登府，友情亦牢固。

家人互照顾，千万别装酷。

家里伙食粗，希望别迁怒。

憋苦忍不住，亲人应安抚。

不听劝与阻，莫去人多处。

感染莫诉苦，住院更孤独。

新闻要关注，是非分清楚。

请相信政府，疫情定能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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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牵梦萦处
蒙山中学 八（1）班 陆依铃

第一次知道“敦煌”，还是在多年前的国画课上。

我们在上国画课时，由于老师的爱好，背景音乐是各种纪录片，我印象中第一部便是《敦

煌》。

那是我第一次了解到，原来在大漠深处，有着这样一个地方。那里有风铃清脆，羌管

悠悠；有穿着明丽的裙装翩然起舞的飞天。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地方之一，中国的佛教在

那里首先发扬光大。那里有沙漠清泉，更有貌不惊人的古老石窟静静伫立在风沙之中。

敦煌，就这样轻而易举地震撼了当时稚嫩的我。课一节一节上，《敦煌》看了一遍又

一遍。敦煌成为了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心底的小梦想，便是去到那小住几日，能在街

头漫步一回，近近看一看莫高窟。

终于在去年的七月，我来到了敦煌。车行驶在敦煌的城郊，窗外有烈日蓝空和

荒凉的土地。我的敦煌啊，就是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诞生出了如此流光溢彩的文

明。

第二日，我站到了莫高窟的面前。我用手轻轻抚摸它粗糙的外墙，看着上面

挂着的编号，想着多年之前的工作人员是怎样一个一个的挂起它们。

我们跟着讲解员进入了昏暗的石窟。我觉得自己仿佛一脚踏进了千年前

的石窟里，耳边是古时无名工匠的石锤敲击声。顺着讲解员手电筒的灯光，

我看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里反抱着琵琶的乐伎，也有当时民众的日常生活，各

种神奇的佛教故事。

我看到那些面容有的已变成黑色，有些已是一片混沌。我仿佛从一场

隔世经年的梦中被人叫醒，回过神来已是热泪盈眶。

参观完，我就坐在浓密的树荫底下，听着蝉鸣，望着不远处的飞天石

雕。

我不止一次看到国画老师在闲时为这里的飞天作画。教室里一

直挂着一幅飞天图，我看着它慢慢长大。那是小精灵一样的飞天啊，

穿着一袭色彩明艳的裙，飘在空中。她的体态丰腴却又轻盈，我仿

佛能听到她舞蹈时赤着的脚上金环正在铮铮作响。她身上的缎带

仿佛被大漠里的怪风吹着，飘舞在空中。

如今看到敦煌的飞天，反抱着琵琶，她们都是中国艺术界里

的奇迹，她们是美术史上最独特的一抹亮色，更是敦煌的名片与

骄傲。

再转过头，目光便又与莫高窟对上。

近近地看一看吧，这就是莫高窟，这就是敦煌！就是这

里，让千百年来的人们为这里的文明所折服！古时的供养

人们，就是在这里凝望着大大小小的石窟，用自己的存款

开凿它；一百多年前也是在这里，英国人斯坦因为看守这

里的王道士讲了三夜的玄奘的故事，最后收获了数量惊

人的文物，带回了他的祖国；在这里，被称为敦煌守护

神的常书鸿辛勤工作，后来的敦煌女儿樊锦诗更是说

自己躺下来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就是这大漠深

处的一个个石窟，让古今多少人魂牵梦萦。

离开敦煌之前，我将鸣沙山里的沙用一个玻璃

瓶装满带了回去。每一次打开瓶盖，我便仿佛又

闻到了那里干燥的气息与带着沙子味的空气，浑

浊得像是那里厚重的沧桑感。

敦煌并不繁华，也不热闹，那里可以说是荒

凉的，有些冷清的，厚重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地

理位置造就了它，也限制了它的发展。但它是

极其安静，极其温柔的，它的美也正是因为这

样罕见的城市气质还有它从未黯淡过的文

明之光。

这就是敦煌。永恒的敦煌。

近日我看到一组图片。图中是沙

漠飞雪，美得如在梦中。

那是零下十三度的，那个西北的

小地方。

那是我的魂牵梦萦处。

那里被称作，敦煌。

全民皆抗疫，你我共参与。

天天宅家里，就当守阵地。

科学加理性，生活靠调剂。

既可画画图，亦可车马卒。

还可跳跳舞，神仙都羡慕。

尽量别外出，进门先脱服。

家中除病毒，先把污物除。

抢着做家务，阖家都幸福。

家长多忙碌，孩子有目睹。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的，读书使

人增长见识，出口成章；读书使人高瞻远瞩，

壮志凌云；读书使人豁达大度，心平气和。我

虽不生在书香门第，也不受任何人的熏陶，却

也极其热爱着读书，因为它带给了我无限的精

神财富。

读书让我告别了平庸。“不读书，何以言。”

它增长了我的见识，丰富了我的感情，提高了我的

阅历，自然也就让我与平庸绝缘；读书让我享受着

生活。它使我天天乐在其中，让我学会用一种全新

的角度和态度去观察身边的一切；读书让我忘却了忧

愁。一捧起书，它那奇幻的故事情节就令我身临其中，

心情随着情节人物起伏不定，又有何时间去烦恼去忧

愁？

一本好书，无需刻意追求华丽精美的包装，当我崇

敬地把书名和作者默记心中，再翻开扉页，映入眼帘的是

黑白分明，嗅到的是馨馨墨香，而耳朵早已跨越尘俗。

在书的世界中，我会为海伦·凯勒的病痛而惋惜，被她的

乐观所感染；我会被梁山好汉的情谊所打动，为他们的结局

而心痛；我会为鲁滨逊的遭遇而同情，被他的智慧所折服……

在书的王国里，我不再因为无知懵懂而失去自我思考。无数哲

人的不朽巨作，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大智慧源泉。

古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有“何以解忧，唯有阅读”。纵

观天下唯有读书声。所以，当心中有忧愁的时候，就去阅读吧。

阅读解忧
金教院附中 九（2）班 刘梦馨

来源：上海金山教育976艺创工作室

桂影婆娑，一阵丹桂飘香，我小心翼翼地

打开那个油纸包裹的小方糕，清香扑面而来，

轻呡一口，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一缕花香带回童年，外婆家的门口有几

棵桂花树，每年花开之时，外婆都会做桂花

糕。清晨，踏着玉露泠泠，外婆牵着我，一手

拿着一根细细的竹篙，我一手跨着一个竹篓，

祖孙俩来到了桂花树下。外婆在树上打花，

我抱着大竹篓在树下稳稳当当地接住落下的

花。“囡囡，外婆教你挑花。”外婆一边忙活着

手中的活，嘴里一边说着：“我们要挑金黄色，

带着露水，看起来晶莹剔透的。”我眨巴着眼，

点着头认真挑着花。累了我就与外婆聊天，

讲故事，或是唱小调。

桂花树下，外婆浓浓的爱陪伴着我。

提着满满一竹篓桂花回到家里，外婆用糕

米，米粉等揉面，我在旁边就帮着她把桂花捣

碎，与外婆一起酿桂花酱，外婆的笑容漾在她

慈爱的脸颊，阵阵温暖的花香沁人心脾，伴着

欢声笑语，不一会儿精致的桂花糕呈现在眼

前。

外婆的桂花糕洁白如酥，细细咀嚼，香软

油润，软糯甘饴，流香四溢。香糯里伴随着丝

丝的凉，唇齿间残留着点点幽香。可外婆的

桂花糕并没有那么丝滑，反倒比较粗糙，可却

恰到好处地叫人回味。“囡囡，好东西要分享，

快去！叫村里的小朋友都过来！”外婆的桂花

糕手艺在村里要数最好。她总爱让我与其他

小朋友分享这美好。

桂花树旁，美食的快乐陪伴着我。

如今随着学业的繁忙，回家的次数越来越

少。每逢桂花绽放之际，外婆总会亲手精心制

作桂花糕，用油纸仔细包好，托妈妈带给我吃。

岁月荏苒，外婆的头发早已花白，可桂花糕还是

那个让我能在空中翱翔，自由自在的味道。我

始终记着外婆教会我好东西要分享，每年我都

会把桂花糕分享给身边的人。他们细嚼慢咽

着，流露出愉悦的神情，连连赞美道：“这桂花糕

果真比买的好吃，流香四溢，让人神清气爽啊！”

看着他们幸福享受的表情，心中也油然而生一

丝喜悦。

桂花糕里，分享精神陪伴着我。

回眸浅语清愁里，桂花糕总是那个熟悉的

味道；外婆朴实而真挚的箴言在陪伴我。分享

早已成为我的生活方式与性格；而魂牵梦萦的

依然是外婆，感谢您这一路的陪伴！

指导老师：岳月清

难忘那一路陪伴
蒙山中学 九（2）班 王雯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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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0—12时，上海新增2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金山新
增数为0。（来源：上海发布）

张堰镇百家村群防群治，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用好“作战图”织牢“三张网”

责任编辑 陆辰丽

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例会召开

划小管理单元 管控责任到人

本报讯 （记者 冯秋萍 唐屹
超）“你的观察期已满，根据你的健

康状况，现准予解除健康观察。”现

住张堰镇百家村的曾女士，1 月 29
日和丈夫从河南老家回沪后，就开

始了为期 14 天的居家健康观察。2
月 11 日，观察期满，她拿到百家村

工作人员发放的解除告知书，以及

1 张车辆出入通行证和 2 张人员通

行证。

在百家村村委会，墙上挂着的

“百家村防疫作战图”格外醒目，作

战图上以红、黄、蓝三色旗帜标注出

居家隔离户、健康观察户、解除隔离

户的具体方位，曾女士解除隔离后，

工作人员就将她所在位置的黄旗，

换成了蓝旗。

有了这张“作战图”，百家村打

起防疫阻击战来，心里有底，遇事不

乱。百家村党总支书记郭小成介

绍，这两张图，是在原先环境综合整

治作战图的基础上优化升级的。“上

面标明了村里封闭道路、道口检查

等重点信息，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

埭到户到人，实时掌握全村人员的

动态信息。”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

响后，百家村第一时间启动“1234”
组队应急机制，即一位书记+“两委”

班子+“三支队伍”，分成“东南西北”

四个片区下沉宅基，把疫情防控的

部署、职责、要求传导到户，确保无

遗漏、全覆盖。

目前，百家村封闭了 15 条进村

道路、保留 5 个主要入口，每天组织

村干部、“三支队伍”成员和志愿者

进行道口执勤，开展排查、登记、测

温工作，做到逢车必查，逢人必检，

织牢村道口守护网。

此外，在每条埭上发动党员、埭

长、村民作为志愿者，联合开展邻里

守望互助行动，在全村 59 条宅基埭

上进行外来人员巡查、排摸，对居家

隔离人员进行实时监测、反馈。

而为了严格落实区、镇关于居家

隔离人员的管理措施，百家村还使出

“杀手锏”，试点对村域内16户居家隔

离户安装“开门警报器”，确保基层防

控检查工作不留死角、安排管理不留

盲区、相关措施不留空隙。

“百家村建立联防联控体系，对

重点车辆、重点人员进行重点排查，

确保不遗漏一辆、不遗漏一人。”郭

小成表示，要用好“作战图”，织牢村

道口、村埭安全、外来人员管控“三

张网”，全村上下群防群治，全力打

赢防疫阻击战。

本报讯 （记者 金宏 唐屹超）
昨天上午，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工作例会召开，区委

书记胡卫国指出，要进一步排查

工作中的漏洞，绝不能掉以轻心、

麻痹大意，要划小管理单元，管控

责任到人，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

会上，胡卫国通报了 2 月 12 日

在枫泾镇暗访时发现的问题，主要

有：宣传标识不清楚、道口管控有

漏洞、非封闭式小区管理不严、重

点地区人员管控不到位、菜场管理

秩序乱、各小区管理标准不一等。

针对存在的问题，胡卫国强调，

疫情防控工作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不能松懈，要进一步排查工作中的

漏洞，及时补上。管控责任要落实

到人。道口和村居的管控一定要严

而又严，全力以赴做好重点地区人

员返沪的管控，责任的落实要实行

包干制度，明确分工，细化到人。同

时，要加大检查力度，企业复工的标

准要按照区委、区政府的要求严格

执行，条件不符合的坚决不审批、不

复工，要让每家企业、每名员工都清

楚复工要求和操作流程，相互督促，

做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要划小管

理单元。工作重点、力量配备要具

体落实到每个层级上，比如村居的

管控就要责任压实到一个宅基、一

个楼道，形成联动联防、群防群治；

确保物资供应。企业复工后，测温

仪、口罩等物资需求量会更大，物资

保障要提前做好充分准备。志愿者

团队的管理要统一调配，要提醒一

线人员做好自身防护，做好持久作

战准备，确保疫情防控工作平稳、有

序、可控，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

近日，位于枫泾工业园区内的

盈创建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发挥

自身优势，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一

批隔离病房，紧急驰援湖北。

迫于时间紧急，盈创公司人事

总监丰海平带领两名党员，第一时

间派出装车工，于 2 月 11 日将 15 幢

3D 打印的隔离屋装车，整装待发。

它们将被运往湖北咸宁市中心医

院，希望能够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

刻，及时为一线医护工作者和患者

解决燃眉之急。

据悉，这 15幢 3D打印隔离屋内

部可设置床位区、盥洗区，配备空调

后，就是一个可移动、高强度、封闭

保温的“疫情隔离屋”。

据介绍，盈创致力 3D 打印建筑

研发 18 年，能够在短时间内“打印”

出绿色环保、可循环持续利用的高

强度建筑固件。建筑材料、钢厂钢

渣、沙漠沙都可以作为打印的“油

墨”，一台打印机 24 小时工作，就可

以打印出十几幢小屋。

本次捐赠湖北的15幢隔离屋，前

身是盈创自主设计研发的3D打印共

享房屋。该建筑运用3D打印技术一

体化成型，墙体与镂空的栅格成一

体，面积约 10平方米，高度为 2.8米，

采用壳体结构，一体化打印成型，整

体受力均匀，抗风抗震，具有保温隔

热的效果，日产量可达100幢。

这些小屋，还可因地制宜打印成

不同颜色不同肌理，与周围的环境融

合，结构简单、强度极高，运输及吊装

极其便利，可随时移动，也能进行多个

拼接，大大增加使用面积。

同时，盈创还推出了 3D 打印泡

泡屋、天天向上屋，均可运用于疫区

防护。

（转载自《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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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 日

来，区领导胡卫国、

刘健、杜治中、王美

新、信亚东等深入

基层，检查疫情防

控和企业复工安全

生产情况，要求企

业 担 负 起 主 体 责

任、社会责任，不折

不扣贯彻落实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各项

要求。各街镇、工

业区要落实好监管

责任，以更精准的

工作方式和方法，

做好疫情防控和安

全生产工作。

2月 12日，区委

书记胡卫国先后前

往万仕诚药业有限

公司、上海永盛包

装 有 限 公 司 等 企

业，了解生产运营

和员工到岗情况。

胡卫国指出，属地

部门要落实好监管

责任，人员管控上

要保持信息畅通，

决不能有遗漏。企

业要将员工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重要位置，把工

作做细，同时要加

强员工的自我防护

意识。

在听取疫情防控工作汇报

后，胡卫国指出，新金山发展公

司、工业区（社区）之间要确保信息

共享、畅通，管控力量统一调配。

胡卫国要求，工作要做实、做细，进

一步排查漏洞，及时补上，做到细

之又细。责任一定要压实，要明确

具体工作任务，分工到位、细化到

人，把责任压实到企业和社区。工

作方式方法要精准，及时掌握每天

的人员信息动态，及时上报。联动

联勤联控机制要做到位，在疫情防

控工作中，研究问题，形成规范。

所有管控人员要做到底数清、情况

明，措施要更严，标准要更高，特别

是外省市来沪人员，严格执行 14
天居家隔离观察的规定。同时，企

业疫情防控和生产工作要同步推

进，有序做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

等各项工作。

2月11日上午，区委副书记、区

长刘健前往上海抚佳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和中远关西涂料（上海）有限公

司，了解企业物资储备、复工等情

况，并检查企业内部生产情况，他强

调，当前企业处于复工期，一定要做

好员工复工情况登记和检查，做到

每日汇总、每日上报。在安全生产

方面，也不能放松懈怠，不断强化

风险排查和隐患整治，精准施策、

细致周密，确保各项措施到位、万

无一失。（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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