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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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家庭住址和电

话号码，便于稿费发放。

征稿启事

我的爷爷是个手机迷。他一有空，不是看视频
就是聊微信，还喜欢跟着手机哼唱。

有一次，快吃午饭了，妈妈让我去叫爷爷吃
饭。我跑到正在看电视的爷爷面前，说：“爷爷，吃
饭了，别看了！”爷爷连连答应：“知道了，马上就
来。”一刻钟过去了，爷爷还没下来，还在那津津有
味地看视频。我一把抓起一旁的小本子，做成一个
扩声筒，贴在他耳边大声喊：“吃饭！”爷爷这才如梦
初醒，慢吞吞地站起来，收起手机，走出房间。我们
一吃完午饭，爷爷又马上拿出手机，开始找小视频
看。他喜欢看唱歌跳舞的视频，有事没事还学着唱
几句，不得不说唱得五音基本不全，都还挺搞笑。

其实，爷爷原来不怎么会用智能手机。他说：
“不会用智能手机，好玩的东西都会溜走。”他让妈
妈把手机使用步骤都写在小本子上，一点一点学着
玩。起初，他粗粗的手指总是点错字母，发送文字

也很慢，搜索功能也不会用，照片拍得也不好。但
是，现在爷爷已经玩得很溜了，安装APP、网上购物、
微信点赞评论都在行。

手机已经成为爷爷生活的一部分，是让爷爷这
样的老年人感受到了快乐和方便。爷爷这种活到
老学到老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是，我想劝他少
看手机、多多运动，保持身体健康。

手机迷
金山实验二小 三（4）班 吴思远

剑桥实验中学 初三(1)班 徐悦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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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我怀着忐忑
的心情接受了为一次朗诵
比赛伴奏的任务。虽然之
前我们不得不因为我的伴
奏不佳而换了一首合唱曲
目。

当 2017 年的夏日进入
尾声，我与钢琴近十年的“斗
争”也正式结束。当时我内
心对自由终于来临的喜悦与
对钢琴的烦厌达到了高潮，那
陪伴着我一整个童年的大家
伙被我晾到了一边，终日不再
理睬它。

那时我可真是讨厌它，常在
闲时强烈抨击它，对它的“乐器
之王”的地位表示强烈不满。它
的上面堆满了各种东西，虽然我
知道它如果常被重物压着会被伤
害到，我把大部分的琴谱都弄去
了阁楼，唯愿此生不复相见。

于是我没有钢琴声陪伴的日
子便开始了。

我因为钢琴，在中学刚开始进

拓展课时，莫名其妙进入了民乐
团，又因为种种原因，不可思议地
在乐团里演奏起了中阮。这个我
先前从未听闻过的乐器竟被我抱
在胸前，被我用生硬的手法弹着。
我学着看简谱，即使不是很喜欢，
我在民乐团里聆听各种民乐的声
响，悠扬的笛声，韵味十足的古筝
还有我最感兴趣的琵琶，第一次这
么真实地出现在我面前，让我轻轻
用手触摸它们。

近四个学期的日子是在民乐声
中流淌的。

当然了，在更多的闲暇时候，音
乐也依然是最好的伙伴。在我心情
不好的时刻，我戴上耳机，让我的世
界被乐声充盈一会。

那时候，耳机线便像是输液线，
将美好的音符们源源不断输入我的
耳朵、我的心、我的全身。世界就会
有顷刻安宁。

后来我也会开一个全是古典音
乐的歌单，让那些音乐大师们谱写
的乐曲再次将我席卷。全身的细胞

便像是浸润在乐曲里，我觉得自己的
心从没有这样安静的时刻。

也是在后来这些日子里，我明
白了当时我的心灵还过于稚嫩，怎
么会明白乐曲的情感与美好。我不
会理解圆舞曲、小步舞曲的典雅，也
不会被一曲《梁祝》打动，我只会为
巴赫的练习曲头疼，也感受不了小
夜曲的忧伤……

那么多在乐声中流淌过的日子，
它们都幸福得不似在人间。音乐实
在是这世上最为美好的东西之一
啊。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抚慰人们的
心。

我对钢琴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流
逝慢慢转变着。我为自己即将丢失
一份珍贵的技能慢慢感到惋惜。在
这两年的日子里，我甚至不太敢说
自己会弹钢琴。

于是这几日我将钢琴上堆积的
物品都清干净，重新坐上琴凳，打开
琴盖，用手在它的88个琴键上抚过，
在心里对它说：嘿，老伙计，好久不
见。

日子在乐声里流淌
蒙山中学 初二（1）班 陆依铃

说到“开心果”，非我妹妹
莫属了！

你瞧，不远处有个扎着小
辫子的女孩蹦蹦跳跳地跑过
来。手里还拿着两颗棒棒糖，
看见我便大声喊着：“姐姐！姐
姐！我给你带棒棒糖啦！还是
你最爱的可乐味哦！”

我还没来得及回应，只听
“啪”的一声，她狠狠地摔倒在
地上。妈妈看到后连忙跑过
去，一边扶起妹妹，一边说；“哎
呀，怎么那么不小心，疼不疼
啊？”可妹妹却像个没事儿人似
地说：“没事！没事！”一边说
着，一边用手摸了下鼻子。这
下可把手上的土蹭到鼻子上
了，变成了“灰鼻头”。看着妹
妹这滑稽的样子，本来有些担
忧的我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起来！

平时，我们都把妹妹当成
“小玩具”，经常逗她玩。她开
心时，就露出两排整齐的小白
牙，“咯咯咯”地笑个不停。她
还经常要我抱着“转圈圈”，有
时候我都转晕了，可她还没晕，
嘴里还说：“姐姐，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我只得继续陪她
玩。她不开心时，就会嘟起粉
嫩的小嘴，双手在胸前一抱，还
假模假样地发出“哼哼”的声
音，真是可爱极了！

有一次，我练钢琴被妈妈
批评了，妹妹跑过来轻轻地抱
着我，拍着我的背说：“姐姐，你
弹得真棒！要继续加油哦！”她
还转过头，学着大人的口吻说：

“妈妈，有话好好说，知道嘛！”
看着妹妹的样子，我们都笑了
起来！

这就是我家的“开心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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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你的手表换新了！好好看！”
暑假结束了，回到学校上课的第一天，同桌就对我的新手表发出了赞叹，我只

是笑而不语。一看到这只手表，我便会想起暑假时发生在它身上那件令人感动的
事。在北京有名的王府井小吃街填饱肚子后，我们本来准备直接回宾馆了，但在
街上看到一家手表专卖店。不知为何，从来对手表没什么兴趣的我却突发奇想
想去看看，便拉着老妈往里走。

因为开在热闹的王府井，品牌也还算知名，所以店里的客人并不少，我本来
是想看看就走的，却来了个店员为我们推荐，她长相平凡，脸上还有几颗雀斑，但
她脸上却挂着甜甜的笑容，看上去一点也不做作，她热情地询问各种问题，让我
们不好拒绝，便半推半就地挑选起手表来。

这位女店员听说是我要戴，挑了好多适合我年龄和性格的手表，并耐心地把
这些表的性能、优劣一一介绍。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她好厉害，背这些介绍要花
多少时间啊！想必比我背的课文还要无聊。

选了好一会儿，好不容易看中了一个比较喜欢的透视机械款式，但对那鲜艳
的颜色不太满意。女店员说：“还有一个黑白色的，在楼上，我去给您拿。”说完就
急匆匆地跑上楼了。这时我还不以为然，反而觉得她有些烦人，说不定会在楼上
偷懒呢！

然而不一会儿她便下来了，不仅拿了一个黑白色的表，还又找了两个适合我
的表。她气喘吁吁，应该是怕我们等急了，才会以最快的速度跑的吧。

我看中了一个她另外拿下来的表，颜色款式都很棒，正打算结账，她却说：
“这个是店里的样品，我再去给您拿个新的。”说完又气喘吁吁地上楼了。这不禁
让我有些感动，她完全可以直接把旧的样品给我，却又特意跑了一趟。

开发票时，因为妈妈给的信息有点问题，开错了，但是她没有丝毫不耐烦，
又重新打了一张，然后装好保修卡，仔细地在礼品袋上打好蝴蝶结，有礼貌地送
我们出店。那朵漂亮的蝴蝶结随风飘动，好像真的飞起来似的。

真是敬业的人啊！
虽然他们会觉得这是应该的，但顾客的心情却会有很大的变化，我是很感

动的，为她友善的态度而感动，为她工作的认真而感动，为当地朴实的人情而感
动。 指导老师：李芳芳

新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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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塘河滨景观带

“五秒钟穿越”沪浙两村

宅基地建民宿
网红民宿假期满客

廊下镇党委委员俞惠锋表示，2019年3月25日，在长三角区

域合作办的见证下，金山和浙江嘉兴全面启动长三角“田园五

镇”乡村振兴先行区建设，金山区的廊下、吕巷、张堰与平湖市的

广陈、新仓镇共同签署《长三角“田园五镇”乡村振兴先行区五镇

联盟共建协议》，正在打造的“明月山塘”项目，已成为“田园五

镇”建设的一个典型案例。

“廊下、广陈二镇名气虽小，但正好位居田园五镇的‘棋眼’

位置，经过‘明月山塘’项目改造后，在保留原有村民市井文化的

基础上，这个集休闲观光、旅游商贸为一体的历史文化商业街区

却惊艳了时光，名声逐渐鹊起于沪浙两地。”俞惠锋透露，廊下镇

与平湖市携手打造的区域协同乡村振兴实验室——明月山塘景

区，2019年末被评为国家 3A级景区，去年全年景区收入已超过

2000万元。

俞惠锋介绍，山塘村位于沪浙结合部，这里没有大城市的焦

虑和烦躁，它安然静谧，古朴低调、秀美如诗。廊下、广陈镇联手

打造的“明月山塘”，将现有的历史碎片整合起来，融入民俗、非

遗、美食文化等成熟产业，建设了灯光工程，打造山塘河滨景观

带，造就一幅古色古香、灯光璀璨的美好画卷。

2019年中秋，“明月山塘”和廊下生态园灯光展首次联动，游

客们在夜色将暗未暗时游山塘老街、感受“5 秒钟穿越”沪浙两

个村落，然后观赏入夜后山塘河两岸景观、廊下生态园纱幕 3D
全息投影表演秀。

在延时到晚上 8 点的莲湘广场美食展，游客们还可品尝选

购廊下莲湘糕、菜塌饼、东林月饼、枫泾丁蹄、施泉葡萄、天母水

蜜桃、板扎猕猴桃等金山各乡镇的特产、小吃、应季蔬果。

廊下“田园夜经济”的另一亮点，是离山塘老街只有 1 公里

的廊下星空度假营，这个占地 218 亩的度假营被廊下郊野公园

的满目绿荫所环抱，建有穹顶篝火晚会、烧烤野炊、真人 CS、草
地露营、高空帐篷露营（又称树屋露营，一个高空帐篷可供一家

三口入住）等设施。5月 25日下午，有两家单位的青年人正在这

里开展团建活动，欢笑声不绝于耳。

廊下星空度假营总经理曹洪良介绍说，让都市人也能在上

海的土地上观星宿营，是该度假营建营的初衷，也是“田园夜经

济”的特色和魅力。

5月 30日，该度假营将推出烧烤小龙虾啤酒节，游客白天在

这里团建、CS，晚上可以参加集体跳兔子舞、火把舞的篝火晚

会，观看露天电影，享用一顿 118 至 128 元畅吃畅饮的烧烤小龙

虾啤酒节大餐（包括每人一斤的小龙虾，有香辣、白灼、蒜香三种

口味可供选择），入夜可在帐篷内观星赏月。这里的帐篷露营带

有24小时热水淋浴条件，疫情防控期间每顶帐篷间距5米，可限

量安排200人同时露营观星，平时最多可同时容纳500人露营。

“田园夜经济”的打造，给廊下的民宿和农家乐行业注入

“强心剂”。

5 月 25 日下午，记者刚一走近山塘村 4031 号，门上挂着

“山塘人家”店招的农家小楼，三只小狗就欢快地跑在前面引

路。小楼主人陈吉林皮肤黝黑，他介绍，这幢三层小楼有 670
平方米，2018 年 9 月在原有宅基地基础上翻新重建，2020 年 3
月31日他刚搬进来，一共12间房。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廊下镇三大民宿江南莲湘、涵

七、听风塘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全部处于满客状态。

陈吉林计划，二楼朝南的三间房自住，其余九间房准备做

民宿，目前正在申办民宿经营许可证，顺利的话，7月初可以开

出，预计今后餐费、房费收入一年可以达到12万元。

隔壁一栋楼挂着“夜宿池边墅”的民宿牌子，是陈吉林的

弟弟陈吉平翻修新建的，有 4间客房。再旁边一座楼，则是此

前已经开业的廊下镇网红民宿“听风塘”，是陈吉林堂弟陈伟

开的。

陈吉林坦言，他们兄弟两人正是看到堂弟的民宿“听风

塘”经营得有声有色，才加入进来。他指着厨房独具特色的民

间土灶说，自己家面积大，一楼添置了5张大圆桌和包间，可以

为三家民宿的客人提供餐饮服务，足够50-60人同时用餐。

此外，令人期待的是，江南莲湘斜对面的“青檐版画民宿”

（又名“青檐版画艺术中心”）将于2020年6月至7月试营业。

5月 25日，记者在这里看到，由老厂房改建而成的这家民

宿极具设计感，从事设计行业的老板陈海平将老房子拆下来、

没有破损的木头、砖瓦、石磨等变废为宝，用于客房庭院和民

宿公共区域的装饰建材，双床、套房、复式、天台露营等不同房

型与复古传统的中式庭院相得益彰。

今后，市区客人来此感受“田园夜经济”的同时，还可以在

配套的版画培训中心参加一小时的版画研修课程，将自己的

版画处女作带回家。

“农+侬”项目

增加别具一格的元素

随着一批特色民宿和餐饮小旅馆等在山塘村次第

开门迎客，廊下这个位于上海最西南角、曾被称为“上

海西伯利亚”、一到晚上就伸手不见五指的偏远农村，

也感受到了“田园夜经济”的魅力。

“来我们家的客人，点的最多的特色菜，是 88元的

鹅肉酱蛋、55元的红烧杂鱼、60元半只的农家土鸡、35
元半只的老朋友酱鸭，25 元的豇豆面筋，都是我老婆

烧的。”在廊下郊野公园核心区域的中华村苍浦泾桥

头，老板李雪平的“老朋友饭店”已经营了八年，被评

为“金山区十佳特色小店”第三名。

如今在中华村，像他家这样的农家乐已有 24 家。

2020年，廊下镇为配合“田园夜经济”，实施了“农+侬”

项目，首批结对 4 组，分别是落厍屋里—青檐版画、老

朋友饭店—琮璞文化苑、外婆家饭店—江南莲湘、大阿

娘饭店—联中食用菌，以农民饭店和基地、民宿、文化

产业等结对共建、互相扶持。

具体做法就是，农民饭店充分运用结对伙伴的资

源，提升硬件设施，装修改建成别具一格的元素主题包

房，推荐前来用餐的游客至结对伙伴处体验、游玩或住

宿；相对的，结对伙伴可将自己的客人推荐至农家饭店

用餐。

李雪平的“老朋友饭店”，就把一楼的两间包房打

通，一半是圆桌用餐区，一半是沙发休息区，包间博古

架上摆放着琮璞文化苑的青瓷、葫芦等工艺品，来用餐

的客人在赏玩之余，还可当场将心仪的瓷器买回家。

他感慨道，一开始要把两间包房打通装修成只有

一桌的“农+侬”艺术包间，自己还有些心疼，“没想到

现在客人都首选订这间包房，营业额比过去两间包房

加在一起还要高……”李雪平乐呵呵地说。

（本文转载自“澎湃新闻”，图片由廊下镇提供）

“古有集镇桥跨两省分南北，今看山塘河穿一市聚春

秋”——一副酱底金字的对联，悬挂于飞檐翘角的“百姓舞台”

两侧，一旁的游客服务处正在紧张施工中。绕过“百姓舞台”往

南走，一座古石桥出现在眼前，桥头粉墙黛瓦观音兜的建筑外

墙上，满街红灯笼映衬着“山塘老街”四个大字。

“走过这座 22米长的山塘桥，你就一步跨进浙江了，是不是

很便当？”5月25日中午，廊下镇山塘村村主任吕春芳告诉记者，

这座桥始建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将上海廊下镇山塘村

与浙江广陈镇山塘村紧密相连，因此被称为“一桥两山塘”。

吕春芳说，其是土生土长的山塘人，每天早上，沪浙两地的

村民往来于石桥两岸七八百米长的山塘小集镇，买肉买菜，南

北山塘村两地联姻的家庭，目前有三四十对。如今这里正在打

造的“明月山塘”项目，是有别于都市夜经济和传统夜市的“田

园夜经济”新尝试。

越夜越精彩
——廊下“明月山塘”田园夜经济新尝试

□澎湃新闻记者 俞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