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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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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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云：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

天清，影湛波平。曾憧憬于这水乡美

景，殊不知就是脚下这块如羞涩姑娘

般毫不起眼的古镇，终会出落成窈窕

淑女。

一度坐在爷爷的那辆自行车上，

看着天空朵朵白云，听着轮子嘎吱嘎

吱地响声。古镇的石地凹凸不平，我

便紧紧抱住爷爷结实宽大的后背，听

着街坊邻居带着家乡味的话语随着风

儿悠悠然地飘向古镇尽头。

泛着小舟，船楫吱呀地响。清澈

的湖面水平如镜，似将那蓝天白云，青

砖绿瓦融为一体，在暖阳下折射出点

点光斑，亦折射着街头店铺肃静的倒

影。看，街道上何时有如此多的游人，

熙来攘往，摩肩接踵。听那古镇上人

们的吆喝声如水般悦耳，如钟般悠长，

贯穿于整个古镇。

是了，古镇热闹了，繁荣了。黑瓦

白墙、小桥流水，曾腼腆的姑娘如今已

韵味无穷，散发着从内至外的古典

美。常言道：“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

巷。”清风桥、竹行桥便出落于此。这

日益繁荣的古镇啊，如一朵初开的花，

娇滴滴地淌着晶莹的露水，如破茧而

出的蝴蝶张开翅膀，带着独一无二的

美飞向蓝天。

何止古镇变迁，时空穿越，恍如隔

世。踏着青春的现代气息去感受整座

金山城，昔日的自行车已然被小轿车

替代，昔日的旧公房如今已是一幢幢

鳞次栉比的高楼拔地而起，矗立在这

块看似平平无奇的土地上。

夜晚，高楼林立，街道车水马龙，

人们络绎不绝。万盏灯火大放光明，

就是那如此平常的土地披上了如银河

般绚烂的光；就是那如此平淡的水无

不反射着霓虹的灯火。“沽酒长安陌，

一旦起楼高百尺。”说的也不过是此番

盛景。

金山，生我养我的地方，她有现

代工业不断为这片土地输送着财富，

亦有千里沃野供养着这方水土。我

庆幸，庆幸出生在这个美好的年代，

听着长辈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我庆

幸，庆幸生长在金山，有着独特魅力

的土地上；我庆幸，庆幸在日益强大

的祖国母亲怀抱里成长，见证着她的

繁荣昌盛！

古镇新景
华东师大附属枫泾中学 初三（1）班 沈可涵

我们自从降生后，在成长的路上

摸爬滚打，不断向前，在身后留下的，

是一串串行走过、奔跑过的足迹。

在这串足迹中，有一对最清晰、

最深刻的脚印，仔细听，还会听见那

个冬日细碎的脚步声。九岁的寒假，

我去学了书法。这座城市虽然温暖，

但冬天总觉得寒冷。每个星期提着

笔墨纸砚在冷风中穿梭，冻得发僵的

右手颤抖地握着笔杆在煞白的宣纸

上漫不经心地挥动，眼神却始终飘忽

在隔壁水彩画的教室。小女孩们的

裙子被颜料染得五彩斑斓，一点不觉

得脏，我那时真的喜欢那些鲜艳的色

彩啊！再低头看到自己的桌上，惨白

的纸上，扭捏的字体透着阴暗的黑，

教室寂静一片，没有欢笑，没有色

彩。走出教室，一阵风拼命吹过，打

在脸上，门啪的一声被关上，夕阳被

无限拉长，让人睁不开眼，心中满是

一个九岁孩子的惆怅，沉重的步子踏

在门前那块土地。九岁那年，我胡闹

着要放弃书法。

但前行的脚步并不因此终断，脚

步声逐渐清晰起来。不久后，我们在

老师的带领下欣赏一位书法大师的

展览。那天我在一幅作品下矗立了

很久，心中感叹的是这位大师如此高

超的书法技艺，一笔笔铿锵有力，一

丝不苟，是我一生都达不到的境界。

老师向我们介绍道:“这位大师今年

已85岁，一生都热衷于书法。”我带

着介绍揣摩这些作品，得到了结论:

我与他的差距并不仅在于字的美观

程度，我不及他的，还有他对书法热

爱、用心和尊重。在那时我似乎真正

领悟到了书法的美。那些行云流水

的线条，像烟云一般悦然在宣纸上，

深深刻画在我心中，闻着墨香，我似

乎在前行的路上多了一股前行的动

力。

我依然喜欢水彩画的明亮色彩，

但书法的黑白不再是阴暗，而是古人

流传下来的独特魅力。十四岁的春

天，阳光饱满得快要炸裂，这座温暖

的城市，一个少年正在朝某个方向迈

进，房间里成堆地散着宣纸，上面是

他精心纂写的文字，他仍坚持着，稳

握着笔杆，在纸上一笔一划地练。从

前说过想放弃书法的话早已经收回，

从前那个因为练习书法而胡闹的孩

子早就消失了。如今他享受别人对

他文字的称赞，享受沉下心来挥舞笔

杆，不那么焦躁地思考，感受成长中

永不逝去的美好，浓黑的墨汁上流露

着他的自豪。

我的童年是纸质的，脆弱，但我

更像上面的字，坚强。我在刚写作品

时写过一句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

挂云帆济沧海。”当拿到几张书法比

赛的奖状，梦想在脑海中开出了花，

即使曾经这些繁盛的花朵萎谢过、冰

冷过，但我确信我在这条追寻理想的

路上一路向前，背后留下的足迹是往

事的符号，它们会见证我插上翅膀飞

翔的雄姿。

秋日在盼望中到来了。记忆中，秋，宛如一

株茉莉，细细回味，秋色清新。

“一叶落知天下秋”，树叶渐渐换上了新衣

裳，又在空中翩翩起舞后落在了地上，像一只只

黄红色的蝴蝶在空中飞舞，又像一条厚实的地毯

铺在路上，轻风吹过，树叶又将飞起荡在空中。

秋色使人陶醉。远处的山峦浓如酒，色艳

醉人。坡坡洼洼，大片大片的是明亮的红色，仿

佛全让红墨浸了个透。金色的阳光透过，稀稀

疏疏的叶子投射在那红色的地毯上，踩在地上，

叶子吱吱地响。鸟鸣的啾啾声，树叶的沙沙声，

树下的红影醉了似的，摇摇晃晃。山脚下，梧桐

树黄中带绿的叶子与暗红色的槐树叶交织在一

起，红浪绿浪一起向明亮的上了釉似的天边涌

去。

秋天的果树是多彩的，香脆的青苹果，晶莹

剔透的紫葡萄，这样的美味，能不让人迷恋？树

上的果实散发出独特的芳香，置身于一大片果林

之中，饱满的果实向我招手，树叶沙沙地响，好似

正在庆祝这一丰收的季节。

田野里，已经满是金黄的水稻。一阵风吹

过，稻田仿佛掀起了金色的波涛，在你眼中流

过……

比起春，春须逊秋三分，鸟雀相逐，群芳吐

艳，诚然太过花哨；比之夏，夏则自惭形秽，暴雨

雷霆，蝉虫嘶鸣，诚然太过浮躁；至于冬，冰天雪

地，乌云盖顶，留下一片死寂……

回味秋，晴空下，艳阳为秋轻轻别上一支

簪……

指导老师：岳月清

暑假里，我们一家来到了“齐天大圣”的老

家——花果山，开始了一次奇妙的旅程。

一路上，我激动不已。“你瞧，那座云雾缭绕

的山峰就是花果山！”快到山脚下时，妈妈开心地

指给我看。

旅程的第一站是玉女峰，海拔六百多米，远看

像一位亭亭玉立的仙女；走近之后，才发现她巍

峨壮观，高耸入云。我跃跃欲试，想爬上山顶，欣

赏这里的美景。导游建议我们乘坐观光车登

山。我们刚坐好，缆车就像离弦的箭飞了出去，

简直太刺激了！接着我们来到了接近山顶的大

亭子，亭子大的能容纳好几百人，我们在亭子里

休息片刻后继续出发。终于，我登上了山的最高

点，我小心翼翼地探头向下望，眼前是滚动的云

雾，遮挡了山下的景物，仿佛自己就是腾云驾雾

的神仙，沁凉的空气扑鼻而入，顿时心旷神怡！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齐天大圣的府邸——

凉爽的水帘洞。瀑布水花四溅，不时地轰鸣，壮

观极了！那水珠洒在身上，凉凉的，很舒服。我

们走进山洞，令人意外的是里面没有石桌、石椅

和石锅，引入眼帘的确是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石

钟乳和石笋，有的像一条巨龙蜿蜒在洞顶，有的

像一尊佛像在打坐。洞里真是太舒服了，宛如天

然的空调，令人流连忘返。

这次的花果山之旅，我体验了飞速的观光车，

饱览了玉女峰的秀丽景色，还探访了水帘洞的

“真面目”，大自然的神奇力量让我赞叹不已，这

真是一次奇妙的旅程啊！

金山实验二小 五（6）班 朱元凯

奇妙旅程

秋日
金山世界外国语学校 七（3）班 周瑞麟

足迹
金盟中学 九（3）班 庄颜

水乡（农民画）

华东师大附属枫泾中学 伍家豪 作
指导老师：陆卓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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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已经不是原来的金山了。 一个地区的发
展，是一个找到“自我”、成就“自我”的故事。这些年来
的金山：一度迷茫，一直寻找，逐步发现，悄然重塑……
所以，笔者把“重塑”这个关键词送给金山这五年。

一
五年前，消息灵通的“85 后”小

张，听说沪郊海边一个叫金山嘴渔

村的地方出现了投资民宿的洼地，

不过，在兴致勃勃考察了几趟之后，

他放弃了自己的投资打算，“太偏远

了，缺少人气”。

五年后，“85 后”小吴，在今年 6
月第一次跟着亲戚来金山嘴渔村考

察时，一栋民宅年租金已从三四万

元涨到了十几万元。但当月底，他

就开出了一家珍珠饰品店，首月实

现盈利，而他亲戚家的海鲜干货铺

也是生意红火，半年连开三家店……

不知不觉，金山海边已成为人们“淘

金”的地方。

如果小张此时再来，他可能会怀

疑，这还是那个在夜晚黑灯瞎火、人

烟稀少的小渔村吗？他还会发现，

渔村外的海岸线悄然“外移”了——

眼下，金山持续几年的“围海造田”

工程已基本完成，不久的将来，这里

新“长”出来的 3.08 平方公里滨海区

域，将被打造成一个集休闲度假、会

务展示、商务办公等为一体的滨海

休闲浪漫产业带。远方的金山三

岛，也将以神秘的方式成为年轻人

海誓山盟的“背景”。

这一系列关于“海”的动作，也许

可以被看作金山正在嬗变的前奏。

此时回眸，笔者发现，就在刚过

去的五年，金山已撕掉了过去一个个

旧标签，“偏远郊区”、“农业大区”、

“化工大区”等前缀词悄然隐去，取而

代之的是：全球最大乐高乐园选址金

山，阿里巴巴全球信息枢纽落户，一

个个百亿级大项目纷至沓来……用

区委书记胡卫国的话来说，这标志着

“高品质生活的到来”，也生动演绎了

一个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场景。

二
“对金山百姓来说，这五年最大

的变化，就是生态环境的改善。”土

生土长的金山干部唐卫星告诉笔

者，这个改善不仅体现在具体数据

上，还体现在人们的真实感受中，

“有人开玩笑说，我们终于闻到了空

气真实的味道”。

2015年，正是唐卫星被调到金山

卫镇任党委书记的这一年。当时，正

是老百姓对环境质量怨言到达顶峰

的时候，而金山卫镇和金山二工区周

边是“重灾区”之一。“我的办公室窗

户，就对着七个大烟囱，我现在还留

有当时的照片……如果你开车从新

卫高速下来，立刻能闻到空气里酸酸

臭臭的味道，一言难尽”。那年，他陪

着一位新来的区领导夜访，用嗅觉调

研石化地区的空气质量，结果这位区

领导抽了一两口烟立马就掐掉了，说

是“实在咽不下去”。

也是在这一年，上海市正式启

动金山地区第一轮三年环境综合整

治行动，一共实施了 511 个治理项

目，涵盖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改

造、废气深化治理、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等多个领域。

唐卫星至今记得自己拿到项目

清单的情形，“项目真是多啊，我翻了

一页，发现还有一页……”第一轮治

理任务圆满完成后，金山区又主动请

缨启动了第二轮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继续实施 200 多个整治项目，两轮

700多个项目总投入接近400亿元。

五年过去，笔者再访问当地群

众和干部时，他们纷纷“用鼻子投

票”，坦言“哪怕是夜里也闻不到异

味了”。而数据更有说服力——目

前，与 2015 年相比，金山空气质量优

良率从 69.6%提高到 87.9%，上升了

18 个百分点，目前高于全市平均水

平（全市为 87.2%）；PM2.5 平均浓度

从 59 微克/立方米下降到 30 微克/立
方米，几乎下降了一半，目前优于全

市平均水平（全市为 31 微克/立方

米）；同时，公众对生态环境满意率

从 2015 年的 63.48 分上升到 2019 年

的 78.98 分，并获得过一次全市第

一、一次全市第二。

这样的逆转，同时发生在金山

二工区身上。2015 年以来，随着金

山地区环境综合整治的启动，该园

区基本处于“闭门谢客”状态，几年

累计清退企业接近总量的一半，但

让人惊讶的是，金山二工区这两年

产值“不降反升”，保持了 10%以上

的增长。同时，与 2015 年相比，2019
年VOCs浓度下降了 33.5%。由于环

保能力提升，市场竞争力增强，园区

里的一家家优质企业，更是在全国

行业洗牌中逆势而上。

“金山二工区的这种‘华丽转身’，

清楚地告诉我们，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有案例有数据，底气越来

越足，胡卫国这两年在多个场合表

示，环境就是最大的民生，保护环境

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

展生产力。

生态环境的明显改善，空间优势

的逐步释放，助力金山的招商引资

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今年上半年，

金山就超额完成了全年招商任务，

预计今年招进的项目总投资在 700
亿元左右，是往年的好几倍。比如，

华平吉利金山智慧产业园，总投资

15 亿美元，年产值 200 亿元，盘活存

量工业用地 1466 亩；阿里巴巴飞天

园区，首期投资 400 亿元，5 至 8 年内

可达到百亿营收规模。

三
沈国忠，是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最近，他发

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现在，金

山工业区的无人机产业，我们基本

不用走出去招商了，都是行业内各

类企业主动找上门来，有时一天来

四五批投资考察团队，我甚至来不

及接待！”言语中，有点小惊讶，有点

小得瑟，却都是事实。

华东无人机基地，是金山这两年

“无中生有”的一个产业集群。作为

上海远郊，金山拥有独一无二的空

域优势，比如 58 平方公里的陆地空

域和 200 平方公里的海上空域，再加

上制造业的产业基础和地处长三角

地理中心的区位优势，金山成功抢

抓到了发展无人机产业的“黄金窗

口期”。2018 年，华东无人机基地正

式揭牌，2019 年金山发布“十八条”

产业扶持政策，全方位构建“产学研

管”一体化的无人机产业生态圈，力

争在三年内形成百亿产业规模。

最近，这个基地又被中国民用航

空局授予全国首批民用无人驾驶航

空试验基地，也是全国首家以海岛

为应用场景的无人驾驶航空试验

区。独一性，加上越来越强大的产

业生态圈，吸引越来越多的行业企

业主动靠拢过来。

以前，当地人总纠结于要不要化

工，但如今，转变观念，推动产业研究

往深里走，推动整个产业链向新材

料、新能源、生物医药延伸，金山发现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优势和机遇。

金山区领导告诉笔者，化工产业

的副产品正是生产碳纤维复合材料的

重要原材料，因此，金山结合二工区的

整体调整和转型升级，重点发展以碳

纤维复合材料、氢能源为代表的产业，

大力培育“碳谷绿湾”产业园。今年，

“碳谷绿湾”产业园，已经被列入全市

26个市级特色产业园区之一。

如果说华东无人机基地是“无中

生有”，“碳谷绿湾”产业园则是“老树

开新花”。与此同时，金山此前确立

的新材料、高端智能装备、新一代信

息技术和生命健康四大产业导向，也

已逐步从“宽泛”走向了“清晰”、“细

化”，比如新材料聚焦到了碳纤维复

合材料产业，高端智能装备指向了

AI+无人机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指

向新型显示产业，而生物医药则指向

成品药、高端原料药、医疗器械等细

分领域。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金山正在

“重塑”现代产业体系，为地区的后续

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最近，在上海公布 26 个市级特

色园区之后，金山率先推出第一批六

个区级特色产业园，比如南上海新型

显示产业园、湾区食尚汇、湾区科创

中心等。对这一动作，区委副书记、

区长刘健解读说，这表明金山将通过

产业聚焦、资源聚焦、服务聚焦，积极

探索地区产业的高端化、品牌化、集

群化发展之路。

数据显示，“十三五”以来，金山

工业园区单位土地产值提高 38%，税

收提高 108%。越来越多的“亩产英

雄”涌现出来，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趋

势越来越明显。

四
2019 年第二届进博会期间，乐高

乐园选址金山的消息首次传出，当天

迅速在金山干部群众的微信朋友圈

“刷屏”。之后，每次关于这个项目的

新进展，总能催生一条又一条“10
万+”消息。

对于乐高项目，不少金山干部甚

至坦言，“这是多年来金山最振奋人

心的消息之一”。强烈的自豪感、翻

身感，由此可见一斑。

在当地干部群众眼里，乐高项目

对金山具有里程碑意义。毕竟，长期

以来，金山一直没什么航母级别的大

项目、大产业，迄今是全市唯一一个没

有通地铁的区，前不久又缺席备受关

注的“五大新城”之列……而乐高项目

到来后，意味着上海将形成“东有迪士

尼，西有乐高”的大型主题乐高布局，

金山将吸引国内外游客近悦远来，这

里不再是郊区农村概念，而代表着高

品质生活的到来。这是重塑一个地区

形象和品位的关键项目。

胡卫国认为，上海是长三角城市

群的龙头，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

大都市，乐高乐园是世界级的主题乐

园，世界级的主题乐园与世界级的城

市合作，这是一种必然选择；同时，

“如果把长三角的版图对折再对折，会

得到一个‘尖尖角’——就是枫泾，所

以枫泾可以说是‘长三角之心’。乐高

乐园的 1 小时经济圈内，覆盖了上海、

杭州等 16 个重要城市，拥有近 1.4 亿

人口”。据透露，市域轨交快线 R12 正

在规划之中，将把枫泾、朱泾、亭林几

个金山北部重要城镇和临港新片区连

接起来。

说到这里，枫泾地区的“强势崛起”

似乎指日可待。但这同时又让人有点

困惑。此时，在金山南部，金山区政府

所在地，滨海地区也在进一步发力，这

里正在全力打好“海洋牌”，做精做细23
公里长的滨海岸线，规划建设国际滨海

文化旅游度假区。早些年，金山就曾提

出过石化和枫泾南北“两核驱动”的城

市发展设想，如今兜兜转转再“老话重

提”，分散发力，会不会进一步增加“金

山新城”未来出位的难度？

其实，与奉贤只有一个南桥中心的

城镇发展格局不一样，金山一直秉持

多点布局、组团发展的逻辑，全区境内

有石化、朱泾、枫泾、亭林等多个中心，

当地干部和年轻人才安家有多个选

择，因此，在区政府选址和新城选址

上，金山各界人士在最近二十多年也

曾有过不同版本的呼声。

多点布局，还是集中发展，并没有

谁对谁错的道理，关键是选择一条适

合自己的路。“也许，金山的多点布局

更有利于产城融合、均衡发展，说不定

是特大城市郊外探索的又一条发展之

路。”一位金山干部认为，关键还是要

有产业的支撑，能实现“宜居宜业宜

游”。

而眼下金山确立的“两区一堡”战

略定位还是精准又务实的——把金山

建设成为打响“上海制造”品牌的重要

承载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先行区、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桥头堡。

随着一系列“重塑”，金山这五年

与上一个五年相比，真是改变了许

多。在金山城市沙滩，每年都会举办

国际烟花节，仰望绽放于海边夜幕上

的美丽花火，笔者的耳边响起这样的

歌词：我还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转载自“上观新闻”记者 黄勇娣）

城市沙滩城市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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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已不是原来的金山来的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