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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味道飘进上海老城厢

天 气

在长宁区仙霞路 137 号，藏着一

家小店，他们不仅将金山的食材和金

山本地菜的味道带到了市区，更将

“老”与“新”融合，在老味道的基础上

进行了创新，让人眼前一亮。这家主

打金山特色的饭店名叫金小勤私房

菜。据了解，他们的目标就是打响金

山的品牌，把金山的好食材向市区推

广、辐射。

自从金山人民与“熏拉丝”彻底

告别后，“熏牛蛙”逐渐走进了大家的

视线，但用这种“熏”的烹饪技艺制作

而成的“熏鸡”味道更佳，肉质鲜嫩，

熏制入味，再蘸上经典的特制调料，

咸甜之中又带着些酸，口感层次丰

富。除了制作方法采用金山传统的

熏制技艺之外，连鸡的选择也是全部

来自金山本地散养的两斤以内的桃

园童子鸡。

一提到鳝鱼，大部分人应该会先

想到“响油鳝糊”，因鳝糊上桌后，盘

中油还在辟叭作响而得名。而“张堰

响油鳝丝”，在烧制技艺上与常见的

“鳝糊”有所差别，适当延长了油爆的

时间，“鳝丝”根根分明，与蒜蓉拌匀

后食用后别有一番风味。这道菜还

入选了第六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据说它始于清

朝光绪年间的张堰聚兴楼菜馆，一直

传承至上世纪初的复兴馆，具有极高

的民俗价值和历史价值和经济价值。

还有具有 160 多年历史的枫泾

丁蹄，也让人赞不绝口。以猪后蹄为

主料的肉冻，冷吃“香”，热吃“糯”，色

泽红亮，卤汁浓厚。能荣获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内贸易部“中华老字号”称

号、第 25 届日内瓦国际发明与新技

术展览会银牌奖等荣誉的特色美食，

那肯定不是一般水平。

小时候，最令人雀跃的事情之一，

就是放学回家闻到家里烧的菜饭香。

鲜甜的青菜，加上一点自家腌制的咸

肉，这种味道是电饭煲无论如何也复

制不出来的。石锅菜饭好不好吃，米

很重要。而这家店里的石锅菜饭所用

的大米，就是来自廊下本地种植的优

质稻米，不仅清香扑鼻、颗粒分明，而

且有嚼劲，有大米自然的清甜。

除此之外，他们家还有许多新颖

独创的新菜，比如金桔老鹅。加入整

颗新鲜的金桔后，给酱香浓郁的鹅肉

增添几分清爽，金桔的香味鹅肉的香

味十分和谐。更重要的是，这道菜所

用的鹅肉也是全部来自金山农家散

养的老鹅，肉质紧实，鲜香可口。

当然，他们家还有许多其他的本

地特色美食和创意菜，熟醉大闸蟹、

张堰方糕、椒盐鳑鲏鱼、蟹粉油豆腐

和砂锅焗百合等。

金山的味道，是朴素的，是家常

的，也是让游子魂牵梦萦的。在外打

拼时，尝上一口金山菜，心里满是对

故乡和亲人的思念。

见习记者 沈彦菲 马嘉玲

本报讯 （记者 熊雪
寒 封健炜）眼下，除了传统

的冬笋，浙江竹笋的身影开

始出现在本地市场里，成为

市民的“新宠”。

在石化城区蒙山路市

场的摊位上，身上带有黄泥

的浙江竹笋，已经被摆在了

显眼的位置。竹笋粗壮，褐

色外皮，比起两三块钱一斤

的小青菜，身价不低，每斤

20元至25元不等。

虽然身价金贵，但并没

有挡住市民尝鲜的的脚步，

来往问价购买的顾客络绎

不绝。据摊主介绍，现在市

场上的竹笋主要来自浙江

安吉，这里的笋肉壮、细嫩、

鲜甜，纤维少，是上海人烧

腌笃鲜、油焖笋最好的食

材。

目前，竹笋上市不到一

周的时间，已有不少市民购

买，预计价格在春节前后，

达到最高峰，销售时间将持

续到明年开春。

除了竹笋外，市场里各

类菌菇也十分畅销，其中营

养丰富，口感爽滑的赤松

茸，以每斤 20 元的价格成

为菌菇类的新贵，受到市民的喜爱。

而绿叶菜价格较平稳，新上市的矮脚

青、蒜叶、本地小菠菜在 1.5 元到 4.5
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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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冷了，最适合去

暖烘烘的电影院看电影

了。12月，不少国内外的

精彩影片也抓住 2020 年

的尾巴，陆续上映。

由陈立农、李现主演

的电影《赤狐书生》今日

上映，影片主要讲述清贫

书生王子进进京赶考，被

下凡取丹的小狐妖白十

三盯上。只要杀了王子

进，取了丹，就能晋升狐

仙。但没想取丹路上，一

人一狐竟成了最好的朋

友。据说，该片有《捉妖

记》的制作班底、《哈利波

特》的特效团队和久石让

的配乐等一系列厉害的

配置，值得一看。

12 月 18 日，因为疫

情延期的硬核大片《紧急

救援》也终于要上映了。

该片根据真实海上救援事件改编，讲述

了王牌特勤队员高谦和好兄弟赵呈与

其他救捞人直面重大灾难的挑战，一同

执行惊险的海上救援任务的故事 。

同日上映的还有超级英雄大片《神

奇女侠 1984》，讲述神奇女侠戴安娜因

一次看似平常的劫案而引发的故事。

时隔三年，神奇女侠再度回归，这一次

她来到五光十色的 80 年代，随着昔日

恋人的“复活”、亦敌亦友的神秘“豹女”

和全新邪恶的反派一一登场，影片将精

彩迭起。

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于 12 月 31
日跨年献映。该片是导演韩延继《滚

蛋吧！肿瘤君》之后，又一次回归现实

故事并关注生命题材的作品。影片围

绕两个抗癌家庭的两组生活轨迹展

开，讲述了一个温情的现实故事，思考

和直面了每一个普通人都会面临的终

极问题——想象死亡随时可能到来，

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爱和珍惜。

除此之外，本月上映的还有奇幻电

影《晴雅集》、动作片《拆弹专家2》、喜剧

片《温暖的抱抱》和动画片《哆啦 A 梦：

大雄的新恐龙》等，影迷可一饱眼福。

记者 陆辰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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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名木是大自然留给人类不

可复制的宝贵财富，和极其珍贵的

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城市变迁的历

史见证。截至 2020年 11月，我区共

有一级古树名木 22 株，二级 61 株，

古树后续资源53株，共计136株，分

布于金山各个地方。

古银杏
古银杏树编号 0013，树龄估计

有850年，是金山目前年龄最大的古

树，堪称金山古树界的“爸比”！它

座落在干巷畜牧二场内，金张公路

南侧。根据工作人员的实地测量，

树高15米，树围5.1米，根围6.5米。

据说，这棵银杏树是僧人种的，

当时这里有一座寺院。历经了八百

多年，如今这棵银杏树主干苍老枯

朽，树冠却生机盎然，还是枝繁叶

茂。

在干巷学校中学部的校园里有

二株雄性的古银杏树。其中，北面

教育楼前的一株古银杏为宋元时

物，已有 700 多年历史。树高 20 余

米，胸径 4.6 米，冠径 8.5 米，解放初

期曾遭雷劈，劈去一巨枝，后来又不

知被谁挖走了根周围的不少土壤，

这株古银杏伤疤累累，根杈四露，孤

立在一个很小的土堆上，摇摇欲坠，

随时有倒塌的危险。1985 年，市园

林局古树名木管理组为这株古银杏

树采取挡土墙、围栏、加土、施肥等

项措施，经过校方几年的精心养管，

终于使这株 700 多年的古银杏又恢

复了原来强劲的生命力。

校内的另一株古银杏就幸运的

多，生长相当茂盛，树高近 20米，胸

径 2.66 米，树冠 7.8 米，这株树也有

400多年的历史了。

紫藤
紫藤古称藤萝，每当春来，会开

若白若紫的花儿，垂挂成一枚枚“风

铃”。在朱泾镇五龙禅寺大殿前有

一棵上海最古老的紫藤，它种于明

代嘉靖年间，树身粗壮，老藤盘错，

树龄竟高达 470 多年了。据调查，

此树胸径 22.5米，周长 0.71米，树高

2.5 米，树冠有 35 米之长，非常名

贵，被列为上海市级园林一级保护

名木。

1962 年，当时的金山县委发文

公布将这棵紫藤列为县第一批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1978 年，这株古紫

藤再次被列为县级保护文物，并立

有碑石纪念。直到 2000 年，长期被

定为文物的紫藤划为农林部门管

理，而作为“古树名木”特别保护。

事实上，这株紫藤也是五龙寺

身世的记录者，陪伴此寺走过了风

雨历程。这棵藤木的存在，充分证

明五龙寺在建寺之初必定也是风光

一时的名刹。

百年牡丹花
牡丹花一向享有“花王”、“国

花”的盛誉，别以为她一定都在洛阳

这样的地方。在廊下镇南塘村，现

有一棵100多年的“玉楼春”牡丹花。

此花原种在清代一大户人家的

私家园林内，现居一蔡姓人家的屋

后，虽说已是百岁高龄，但到了春

天，仍年年开花，艳惊四邻八方。

罗汉松、厚壳树
在亭林镇复兴街的古松园内

有一颗 650 岁的罗汉松，是上海地

区罗汉松树龄之最，还是江南地区

最古老的罗汉树，故称“江南第一

松”。

树高 7.2 米，胸径约 1 米，树型

相当奇特，整体看，如婆娑起舞的

少女，细看枝干似翱翔的大棚展翅

扑打，树干虽然已有三分之二枯

烂，剩下的三分之一皮层仍保持了

树冠的郁郁葱葱。古罗汉松向西

倾斜，用扶梯式钢管支撑，并用假

山石对支撑物进行伪饰，犹如古松

斜依山岗。

1990 年，特意为它采取去腐防

腐，施肥的复壮措施，从此被誉为

“江南第一松”的古罗汉松长得越

来越茂盛，原古松永葆长春又长

寿。

2006 年，古松园周围建筑拆

迁；2010 年周围建筑拆迁完毕，

2011 年市古树办对周边开发建设

提出了建设保护意见。

同“驻”围栏中有一棵枝干挺直

的略“年轻”的清同治年间的“厚壳

树”；与罗汉松树身的褐黑油亮相

比，厚壳树树身棕色，较圆，枝干挺

直。这颗“厚壳树”树龄高达 150年

以上，生长健壮，树形优美，有重要

的历史价值和观赏意义。

今明两日最低气温将继续

下探，早晨温度可能仅有 2℃。

下周初起最低气温回升至 10 至

11℃，弱降水天气增多，市民需

注意气温变化，及时保暖。

记者 陆辰丽

冷空气再度靠近
雨水将更加频繁

走近金山古树名木“活”文物

650650岁的罗汉松岁的罗汉松

本 报 讯 12 月 1 日 ，“ 金 声 嘉

韵”——中国·嘉兴国际漫画双年展金

山巡展正式启幕。

本次展览遴选了历届“中国·嘉兴

国际漫画双年展”中的 60 件中国漫画

家作品，反映了中国漫画家充满活力的

生活态度和对原创漫画的艺术追求，希

望通过原创漫画向人们传达对生活、对

未来、对世界的美好祝福。

嘉兴与金山地域相连，人缘相亲，

经济相融，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渊源。2018 年嘉兴市文联与我区文

联共同策划推出了文艺新品牌“金声嘉

韵”，这是一个涵盖各个艺术门类的常

设性的文艺品牌项目，也是一个沪嘉多

元文艺交流合作平台。而在漫画艺术

领域更涌现了沈泊尘、丰子恺、张乐平、

米谷、黄尧等多位出生籍贯在嘉兴、成

长成名于沪上的漫画名家。

展览时间：2020年12月1日——12

月10日

展览地点：金山区文化馆二楼展厅

（蒙山北路280号）

中国·嘉兴国际漫画
双年展金山巡展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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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老宅清澜堂已拆迁，庭院荒芜，断垣

残壁。这座至今有近二百多年历史的清澜堂

终于寿终正寝。湖州历来不乏名门望族，豪

宅府邸，但清澜堂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早

已注入了我的血脉。老宅春秋，恍若隔世。

门口悬挂的那盏灯笼，微弱的光透过岁月，照

亮归途。

我轻轻地推开半掩的木门，随着那声熟悉

的“吱吱”声响，我看见天井内苔痕深绿，荒草

丛生，已不见当年热闹情景，门窗上厚厚的灰

尘告诉我，快乐的童年已和岁月一起尘封。

走进童年的记忆里，我和江萍第一次见面

就是在清澜堂前。记得那天是我生日，姑妈送

给我一本《卓娅和舒拉故事》。那时我们似懂非

懂只会看图画，长大后才知道卓娅和舒拉是苏

联卫国战争时期一对英雄儿女。卓娅面对德国

法西斯的绞刑架，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卓娅牺

牲后，舒拉加入了坦克部队，在与德军的一次战

斗中为国捐躯。伟大的母亲失去一双儿女后，

坚强地拿起笔写下了这本经典之作。这本书曾

感动了全世界无数的父母和儿女，他们踏着英

雄的足迹，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最终赢得了反

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从此，这对异国的“英

雄儿女”成了我们心中崇拜的偶像。

时光的脚步深深地印在内屋的楼梯上，

祖母手上提着油灯，一闪一亮。我牵着她的

衣角，一步一阶。楼梯发出“咯咯”的声响仿

佛就在耳边。朝南的墙壁上画有许多花草、

飞鸟，每到春天油菜花开的季节，蜜蜂就会在

墙上筑巢，我拿着火柴盒在墙洞里掏蜂蜜，舌

头舔一舔，甜甜的味道至今难忘。西墙上长

有一种“唠唠草”会结出许多小颗粒，我把它

放在纸上用嘴吹，它会发出“嗡嗡”的声音。

如今人去楼空，墙已半塌，蜜蜂不会再来筑

巢，再也听不到唠唠草的“嗡嗡”声响。

那年江萍随父母迁徙西南“大三线”。临

别前夕，我把这本心爱的连环画送给了她。她

含着眼泪高兴地收下了。我们依依惜别，远隔

万里，不知相见在何年？

我和江萍重逢已是 2013 年。半个多世纪

过去了，当她回归故里，已是儿孙绕膝。我们

见面后，她平静地告诉我，1969 年她插队落户

到了遥远的东北黑河，那是距离卓娅、舒拉家

乡最近的地方。在冰天雪地，饥寒交迫的苦难

岁月里，她经常翻阅这本小人书，看着看着，情

不自禁地会泪流满面。书中的英雄故事，童年

的美好回忆，使她擦去眼泪度过了无数个寒冷

的冬夜。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她考入了东北大

学。大学毕业后，嫁给了一位军人，随军去了

吉林延边，生育了一对双胞胎儿女。兄妹俩继

承父业成了职业军人，如今双双在军事科研机

构任职。

沧桑岁月，人生艰难，这本连环画陪伴她

走南闯北，经历风霜雨雪。书载历史，书伴人

生，当她把书归还给我时，我感慨不已。这么

多年过去了，她还保存至今，虽然封面已经泛

黄，书页有些破损，但其中记载的反法西斯战

争的历史，英雄儿女的壮丽人生将永存史册，

永不褪色。

回头凝视那扇厚实的木门，心头忽然颤

动。儿时我喜欢推着那扇门当作“开飞机”，那

时人小无力，我用双手驾驶“飞机”推过去拉回

来，玩得乐此不疲。这扇门背后，我刻下的那

架“飞机”如今还依稀可见。当年我曾对祖母

说，等我长大了，带你去乘飞机。祖母给我擦

去脸上的汗，笑得真开心。

老宅院子里似乎听得见花草生长的细润

声响。时而也有鸟儿飞来，我在小院台阶前撒

下细碎米粒，远远地静观鸟儿轻巧啄食。有星

月的夜晚，小院树影斑驳，风移影动，我在“床

前明月光”唐诗中渐入梦乡。秋天小院桂花

开，微风吹过，传到屋里，满屋飘香。夏天我在

祖母的羽毛扇下，数着天上的星星。我所知的

世界，就是祖母在星光下给我讲的神话故事。

清澜堂成了我记忆中清晰而又遥远的梦。檐

头的滴水，瓦上的白霜，纺车的“嚓嚓”响声，油

灯下祖母低声呤唱的越调……

祖母是在老宅度过了风烛残年。昏黄的

油灯，孤独的身影，常常在天井屋檐下，坐在

竹椅上听雨水的“滴答”声响，回味走过的漫

漫人生。祖母逝世前一天，她不时地喃喃自

语：“快把灯笼点亮，石头要回家，快把灯笼点

亮……”可是，祖母没能等到我回来。我远在

大漠边关，为祖国站岗放哨。临终前，祖母没

有留下什么话，只是眼睛一直盯着门口那盏

点亮的灯笼。

别了，清澜堂！一景一物都寄寓着对亲人

的情感，一草一木承载了多少往事，这种记忆

被深深地烙印在了脑海间，深入到了骨髓里，

融合在了生命中。

别了，清澜堂 □戴剑石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 10 时在上海市金山区

龙皓路 585 号上海金山拍卖有限

公司拍卖大厅举行拍卖会，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
1号标的：上海金山土地开发

服务有限公司部分资产（金山区

山阳镇卫清东路 2860弄 21号 301
室），建筑面积 136.93平方米。【保

证金人民币（大写）：陆拾伍万叁

仟柒佰元整（￥65.37万元）】

2号标的：上海金山土地开发

服务有限公司部分资产（金山区

山阳镇卫清东路 2860弄 27号 101
室），建筑面积 100.29平方米。【保

证金人民币（大写）：肆拾捌万陆

仟元整（￥48.6万元）】

3号标的：上海金山土地开发

服务有限公司部分资产（金山区

山阳镇卫清东路 2860弄 35号 102
室），建筑面积 99.93 平方米。【保

证金人民币（大写）：肆拾捌万肆

仟伍佰元整（￥48.45万元）】

4 号标的：上海金山土地开

发服务有限公司部分资产（金山

区山阳镇卫清东路 2860 弄 41 号

402 室），建筑面积 103.38 平方

米。【保证金人民币（大写）：伍拾

壹万捌仟柒佰元整（￥51.87 万

元）】

联交所信息发布公告期：
自 2020 年 12 月 7 日至 2020

年12月18日【10个工作日】

咨询看样时间：
自公告日期起至2020年12月

18日【挂牌结束日】接受来人来电

咨询预约，该项目同时在上海联合

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挂牌，具体挂

牌详情及交易条件可在上海联合

产权交易所网站 www.suaee.com
查询。

竞买须知：
1. 竞买人须在 2020 年 12 月

18日【挂牌结束日】前至我公司上

海市金山区龙皓路 585 号上海金

山拍卖有限公司或至上海联合产

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云岭东路 689
号 1 号楼）提交有效证件办理登

记手续，并交付保证金。

2. 保证金账号：【户名：上海

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开户

行 ：建 行 四 支 行 ，账 号 ：

31050165360000002282】。

拍卖佣金支付标准：成交价

格的1%。

联系人：陆女士

联系方式：021—57318800
13817331256

上海金山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4日

我的家乡
□陆兴安

我的家乡有个很好听的名字——

金山！

金的山，哪个地方有？座落在杭

州湾的大金山，海拔 103.40 米，是上

海市地面的最高点。山不在高，有仙

则灵。这个“仙”就是我们勤劳勇敢

的金山人。

金山不仅有大金山小金山，还有

23.30 公里海岸线。人有多大胆就会

创造多大的人间奇迹！

过去的金山卫海滩，潮水一来轮

船开，潮水一退烂泥滩。1973年1月，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金山

县组织发动了 5.12万民工，浩浩荡荡

奔赴金山卫海滩，用短短的25天时间，

在海水里靠最原始的方法——肩扛背

挑，筑起一条全长 8376 米的海堤；围

得土地 706.07公顷，上海石油化工总

厂就矗立在这神话般的土地上。

海堤上，修筑起一条东西一字形、

1.70公里长的景观长廊，英姿飒爽，独

领风骚；人工铺设了十二万平米的金

色沙滩，与三万二千平米的公共游泳

区相映成趣；穿着五彩缤纷泳衣的男

女老少相约在海天一色的泳池里追逐

嬉戏，城市沙滩锦上添花，熠熠生辉；

放眼滨海旅游度假区，集大型晚会、沙

滩排球、游泳与观光为一体；丑小鸭变

成了白天鹅 。香花引蝶，金山城市沙

滩、金山轮滑球馆、金山体育馆，吸引

无数的外国朋友，纷至沓来，给金山增

添色彩。这种种巨变都是金山人战天

斗地的一个个成果！

我的老家在山塘河畔，我是喝山

塘水长大的。分田到户后，没人再积

绿肥，不罱山塘河泥了；又因陆路交

通日渐便利，人们逐渐放弃了水上运

输，原一向很吃香的县级航道山塘

河，不见船只来往，死气沉沉；日积月

累，杂草丛生，腐烂下沉，造成河水黑

臭，河床淤塞断航。山塘河的污染殃

及到千家万户，牵动着领导干部的

心。又是个大手笔，2005 和 2006 年，

金山区人民政府分两期投入数千万

元，将全长 17.4公里的山塘疏浚并拓

宽，全面进行综合治理。

通过两年的改造整治，终使山塘

变了样。两岸杨柳依依，草木青青，

错落有致的绿化带依河伸展，有些地

段还建了钢砼砌体护岸。我老家后

面的河面拓宽至 120 米，河中心堆建

一座二千多平方米的圆形小岛；一顶

仿古拱形小桥，把小岛和岸堤连成一

气；桥下水流清澈，鱼翔浅底；漫步岛

上，置身于鲜花绿叶丛中，极目远眺，

心旷神怡。这个地方取了个好听又

好记的名字——月亮湾！石化厂垂

钓爰好者不嫌路途遥远，不分白天黄

昏，一有空就驾了车过来钓鱼。河水

清，才能赏心悦目。有机动船，也有

摇着船只的男女，在石驳岸、木桩护

岸、预制花格护岸等河道里打捞水草

及垃圾漂浮物，将河道妆扮一新。河

道专职保洁员，仙家看勿懂，这是三

百六十行之外的又一行。

河水清了，各种鱼儿蜂拥而至，

川流不息；鲤鱼胆子大，不避耳目，公

开与异性幽会，并夸张地闹出响动，

导致平静如镜的水面泛起阵阵涟漪，

在河堤上休闲的白鹭像自己做了见

不得人的事，羞得掩面逃跑；渔翁泛

舟张网，将一条条肥硕的大鱼拉上岸

来，引来路人伫立喝彩。

河水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我也恢

复了到河水里洗洗汏汏的习惯；节约

了自来水，也方便和省力了自己，国

家能源与个人利益相得益彰。

金山是远郊，昔日去市区，没半

天到不了。现水泥路筑到各家大门

口，四通八达。村级道路两旁，开辟

了公益林，红花绿叶，向路人卖弄风

骚；一只接一只的太阳能路灯，通宵

不熄，把“三班倒”的夜行者照得心里

亮堂堂，暖洋洋。四十多年前，全县

只县革委第一把手拥有一辆黑色的

小轿车。现农家十有八九以车代步

了，许多家庭有两辆小车，大家庭甚

至拥有三辆四辆，价值超百万的豪华

型轿车也大有人在。境内高速、高铁

道路纵横交错，眼睛一眨，杭州一个

来回了。

农业实现机械化已不是一句口

号。为方便农田机械作业，田头之间

居然煞有介事地浇筑了水泥路，各种

耕作机械在田间的水泥路上昂首挺

胸，独往独来。种田的农民在水泥路

上收获庄稼，这是开天辟地的巨变！

各种道路的呈现，它居然颠覆了“路”

是人走出来的理论。

金山，翻天覆地，突飞猛进，名闻

遐迩！

我住在金山的一个小镇上，小镇

的名字很动听，叫钱“余”。经济是人

类生存的基础，钱“余”了，说明什么

都有了，还有什么可发愁呢？金山发

展之快之大，有许多的金山人木知木

觉没觉着，甚至牢骚满腹批评这批评

那，这也许就是站在这山望那山高的

真实写照吧？

美利坚合众国有个旧金山，牛得

不得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个

“新金山”，完全可以底气十足地跟它

媲美。金山的山水孕育了一代代金

山子孙，每一个金山人应怀揣感恩之

心，不遗余力报答自己的家乡，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只要人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金山不日将走在世界

的前列。

水清了！村庄美了！习总书记

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我们赞美家乡，我们歌唱家乡，

唱来了春天，唱来了希望，我们必将

实现中国梦！

葵花的夜晚

每一次晚风拂过，露珠就会簌簌滚落，伴

随着晶莹剔透的孤独，无声泛滥。

真的不知道吗？太阳落山后，每一朵葵

花的每一个夜晚。

唯独一丛丛马兰匍匐你的脚下，谛听你

金色的梦幻。

而葵花们，无论高矮，一律低着头，似乎

都忘记了白天的高光从容，只是用心酝酿着，

又一次九月里的破茧。

斗转星移，在浪漫的滋润里不懈守候，并

早把憧憬盛满身边这一只、始终选择与你并

肩而立的青瓷海碗。

再无别的什么事，可以让沉甸甸的收获

在晨曦微茫里绵绵不断。

塘外潮声低吟，园中素心缱绻。

□梅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