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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发布】
上海市公布冬春季
来沪返沪人员
8条防控措施

1月13日，上海市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布信息，为进一步强化

本市冬春季疫情防控工

作，做好来沪返沪人员健

康管理，现发布冬春季来

沪返沪人员防控措施：

1.除返乡探亲、必要公

务等以外，非必要不离沪、

非必要不出境，鼓励在沪过

春节，尽量减少人员流动。

2. 国内疫情中高风险

地区人员暂缓来沪返沪，

待所在地区风险等级降至

低风险后方可来沪返沪。

3. 所有来自国内疫情

中高风险地区及其所在地

级市（区）的来沪返沪人

员，应在抵沪后尽快且 12

小时之内向所在居村委和

单位（或所住宾馆）报告。

根据其出发地和途经地疫

情风险等级实施分类管

理。

4. 对所有来自或途经

国内疫情高风险地区及其

所在县（区、市）或当地政

府宣布全域封闭管理地区

的来沪返沪人员，一律实

施 14 天集中隔离健康观

察，实行 2次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

5. 对所有来自或途经

国内疫情中风险地区及其

所在县（区、市）的来沪返

沪人员，一律实施 14 天严

格的社区健康管理，实行 2

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6. 机场、车站、码头等

交通客运场（站）加强对来

沪返沪人员的体温测量和

健康码查验。

7. 居村委、单位、学校

和宾馆加强对来沪返沪人

员的体温测量和本市健康

码查验。

8. 以上措施自发布之

日起实施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后续本市将根据国内

外疫情形势，及时动态调

整相关防控措施和实施时

间。

市首个海洋文化交流中心建成启用
本报讯（王萍）1月9日上午，位于杭

州湾畔的上海湾区海洋文化交流中心举
行启用仪式，这是沪上首个海洋文化交流
中心，标志着金山区全力打响“上海湾区”
城市品牌又有新动作，研究和发展上海湾
区海洋文化有了实质性进展。

孙引良指出，上海湾区海洋文化交流
中心的启用，将为推进海洋文化发展、文
旅深度融合发展、提升“上海湾区”城市品
牌能级带来深远影响。中国道教协会副
会长、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吉宏忠、中华
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赵柳成、湄洲妈
祖祖庙董事会董事，天妃故里遗址公园园
长李国成分别致贺词。

这次上海湾区海洋文化交流中心的
建成启用，将通过恢复重建大金山天后
宫、倾情打造台商之家、成立上海海事大

学金山嘴海洋文化研究基地、上海妈祖文
化交流协会会址、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
上海基地等有力举措，努力将上海湾区海
洋文化交流中心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乃
至全国的海洋文化研究和繁荣的新高地。

上海湾区海洋文化交流中心的建成
启用，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山阳镇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也是杭州湾北岸的天然渔港，在长
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外延广泛、内
涵丰富的海洋文化。2019年，金山嘴渔村
生活习俗被评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作为上海湾区海洋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妈祖文化更是源远流长。妈
祖文化以“立德、行善、大爱”作为精神内
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2009年9月，妈祖信俗被联合国科教

文组织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名录，成为我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

上海海事大学金山嘴海洋文化研究
基地、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上海基地、
上海妈祖文化交流协会筹备处和台商之
家分别揭牌，正式落户山阳。其中，新成
立的上海海事大学金山嘴海洋文化研究
基地，将开展对金山嘴妈祖历史沿革的研
究、霍光信仰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俞兆岳
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等；在交流中心打造的

“ 台 商 之
家”，将为
台 商 联 情
联谊、促进
经 济 发 展
搭 建 良 好
的平台。

本报讯（刘诗寒）近日，金山区委组
织部、区委党校向上海湾区科创中心授
予金山区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基地铜
牌。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孙秀强，区委
党校副校长郜工农，镇党委书记孙引良，
党委副书记沈萍、党委委员俞红及区委
组织部干部教育管理科相关同志、区委
党校有关教师等参加授牌仪式。

金山区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基地
是为推进金山区党员干部从严从实抓党

建，创新党员干部教育形式，进一步坚定
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
切实转变作风、强化责任担当而建立
的。教学基地承担金山区和山阳镇基层
党组织干部教育培训、主题党日活动、进
行社会调研、参与基层实践等教学任务。

教学基地（上海湾区科创中心）面积
约 1500平方米，可至少容纳 100人，共有
4 个现场教学点位，并设有多个数字化、
功能化板块，介绍了金山的历史、文化、

总体规划、产业定位等，充分利用现代科
技信息、“互联网+”等优势，构建现代化
教学体系，让学员更直观地了解上海湾
区在围绕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环保科
技、文化教育四大产业的发展方向和打
造目标。未来，现场教学基地（上海湾区
科创中心）还将根据需要逐步增加其它
的教学点位，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教
学活动的开展提供良好的保障，成为年
轻干部成长成才的“训练场”“加速器”。

区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基地授牌上海湾区科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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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到 就 说想 到 就 说

他圆了“造船”的梦

星 语 心 愿星 语 心 愿

□ 尚庆海

最好的“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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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网·渔船

季 节 心 情季 节 心 情

□ 盛国权

新年伊始，正巧在镇政府
门口与黄根法先生相遇。我问
他：“根法，近来在忙点啥？”他
朝我一笑：“有点忙，在造船
呢！”这一刻，我紧问不放：“你
还会造船，造啥船呀？”他说：

“你方便的时候可到我家来一
看就知道喽。”元月中午的一
天，我兴冲冲地骑车去他家。

他自建的二层楼家宅，乡
土味浓厚。在家宅后有一个简
易工棚，电锯、小车床、锯床等
电、木工具一应俱全，那架势，
似在“大兴土木”。按三十比一
的比例，一只船的模型已造好，
船上的方向舵盘、变速器、导航
仪、发报机、渔网、桅杆、吊杆、
旗杆、铁锚、探照灯、喇叭等都
一一安装在船上。另一只仅完
成一半多一点。他告诉我：“二
只船造好后，准备送区档案馆

陈列和金山嘴渔村展示。我要
用这只船还原金山嘴渔村远洋
捕鱼机帆船的情怀；是要让渔
村一代代人记住海渔乡愁呢？
同样，圆了我‘造船’梦呀！”

渔船是渔民出海捕捞的重
要生产资料和工具。上世纪60
年代前，渔村的捕渔船是木帆
舢板和小划子；之后，开始打造
机帆船。机帆船是由柴油机为
推进动力的木质渔船，长 20-30
米。之后，又发展到铁皮制作
的机帆船。他告诉我：“我老家
汀南村，前辈也曾用小舢板赴
近洋捕鱼。悠悠之事燃起了我
对机帆船的情思，萌发了我‘打
造’机帆船的情愫。”在观摩船
型时，根法又告诉我：“前日，渔
村的‘船王’姜品云和老书记姜
兴奎、姜国良闻信后驱车来我
家看二只船型，并提出了取长

补短的建议，纵然使我又有改
进和去取经的兴致。”

在山阳，只要你一谈起黄
根法，很多人告诉我这个“新山
阳人”，他们夸其：“根法能说会
道、多才多艺、匠心独俱。”他曾
用带鱼头骨做成鹰的“绝活”，
STV 也曾报道过；他还能用大
闸蟹壳和梭子蟹壳做成蝴蝶和
蜻蜓，栩栩如生……他还精通
山阳地方故事和金山方言。金
山嘴渔村杨火根的海渔图，经
他一讲，顷刻活灵活现，情趣盎
然。殊不知，山阳人常说：金山
嘴渔村开发建成上海最后的渔
村，获评四星级景区，也有他的
一份心血在。也有人讲：金山
嘴渔村有三宝：一是杨火根绘
制的海渔图，二是造船大师姜
品云的匠心，三是黄根法的乡
土文化，真是一点不假。

黄根法退休后，尽管在家，
但他是闲不住的性情中人。他
选写并整理上千条三字方言，
在“四史”学习教育期间，受到
多位村党总支书记邀请，给村
里上党课。因为他语言丰富、
乡土气息底蕴浓厚，惊人之语
使与会者都有新的启迪，个个
洗耳恭听，时而笑声不断，更是
让人释然。

在写此文时，熟知根法的
人告诉我：他从小好学，24 岁
（1982 年）时，山阳公社举办千
人百题大赛，唯一一个特等奖
他所获得；《解放日报》（市郊
版）举行青年人读报用报竞赛，
他得二等奖；1985年，他发明制
造的制绳机，使劳动工效提高
50 倍，制绳机曾在亚太地区环
保器械博览会展出。

可见，山阳人杰地灵！

小区大门口的一侧装了
一个回收旧衣服的绿箱子，爱
人看到了，回到家里就开始翻
箱倒柜，把许多不穿的旧衣服
找出来，放进洗衣机里洗，洗
净晾干后，又一件一件熨展，
叠好。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
都有，爱人看着眼前的一堆衣
服，对我说：“晚上你陪我一
起把这些衣服放进小区门口
的绿箱子吧。”

吃过晚饭，爱人把那些衣
服打包，我们两个各拎一大
包。在绿箱子前，爱人把一件

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放进
绿箱子，每放一件，爱人都会
跟我说一句：“但愿有人需要
它，不会被糟蹋了。”

柜子里那么多衣服多年
不穿了，爱人也舍不得扔掉。
许多衣服崭新如初，想送给乡
下的亲戚，又担心人家不喜
欢，弄得双方尴尬。每年夏
天，爱人都要翻腾出来晾晒一
翻。儿子不止一次对妈妈说
要她把那些衣服扔掉，爱人总
是说这么好的的衣服，说不定
哪天还要穿，扔了可惜。

虽然衣柜里放着那么多
的衣服，但是每年换季的时
候，一家人还是会买许多衣
服，长此以来，柜子里的衣服
越攒越多，以至于柜子里放不
下，就打包放在阳台的一角。

自从把家里不穿的衣服
放进绿箱子后，爱人如释重
负，终于给那些衣服找到了一
个好的归宿。之后，爱人穿衣
服更是爱惜。爱人爱惜身上
的衣服，不是为了可以多穿两
年，省下一笔买衣服的钱，而
是这些衣服要在不穿以后，可

以完好无损、体体面面地放进
那个绿箱子里。

爱人说那个绿箱子回收
的是爱心，我们没有能力给有
需要的人捐新衣物，但我们要
力所能及把最好的放进去。
前天晚上，我陪爱人去把两件
羽绒服放进绿箱子。回去的
时候，爱人主动牵着我的手。
爱人一向体寒，手总是冰凉，
但那次爱人的手掌异常温暖。

心中有爱，行中有善，暖
人暖己。心暖如春，寒冷不
再，处处花开。

每逢到牛年，有些
家庭就挂上了李可染
的《迎春牧牛图》。一
个戴斗笠的牧童，骑在
牛背上，透过迷蒙的雨
雾，眺望着盛开的红
梅。那头水牛弯弯的
角，宽宽的蹄，憨厚的
眼睛，敦实的身躯，它
蓄积了一冬的无穷气
力，正盼等着去为人们
拉动春犁。画家题道：

“形容五华，气宇轩宏，
吾崇其性，爱其形，故屡
屡不厌写之”。形与性
确是密切联系的，因此
艺术家欣赏的牛也常常
是畜牧师物色的牛。

由于牛很早就与
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关
系密切，所以不仅畜牧

家而且美术家都对它相当熟
悉。画牛，在我国唐代就发展
成的一个独立的画科。著名的

“牛图”，有戴嵩画的“穷其野性
筋骨之妙”的《斗牛图》。而韩
漫笔墨简练、形象生动、风格浑
厚的《五牛图》，则是我国古代
艺苑中的稀世珍品。

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
奶。牛的这种可贵精神，早已
受到大文豪鲁迅先生的赞扬。
不仅是奶，牛的全身都是宝，
肉、皮、骨、角、胆等样样有用，
连牛粪也不是废物，牛粪除了
可做肥料和燃料外，还可用来
做纤维板。

牛虽然被称之为“丑”，甚
至牵牛花都受到株连，而被叫
做“白丑”、“黑牛”，其实它们都
是很美的。

在马达加斯加，人们把牛
视为最宝贵的财富。在农村，
谁拥有几百头牛，谁就成了一
个“大人物”，受到全村人的尊
敬。在该国的南部，小伙子向
姑娘求婚，要首先献上一头牛
作为见面礼。

我
披挂在墙

也许感失落
不愿睁开菱眼

你
瘦身栖馆

是否有苦闷
不闻一声笛吭

但怎能忘却
过去的岁月
你搏风击浪
我入水张狂

潮起又潮落
满载鱼虾归
同见渔家乐
遥闻市民笑

最后的渔村
正在华丽转身
你我已退休

回家不能闲着
叙说前生创业史
谈论今日发展事
传承海渔文化
大家都有份

▲创造新奇迹 展现新气象
蔡仁根（篆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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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第十六届党员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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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 构建发展新格
局，创造发展新奇迹。1 月 11
日，山阳镇召开中国共产党山
阳镇第十六届党员代表大会第
六次会议，大会总结镇党委“十
三五”期间特别是 2020 年的工
作，全面部署 2021 年目标任
务，审议通过镇党委、纪委工作
报告决议。

镇党委书记孙引良代表中
共山阳镇第十六届委员会向大
会作题为《构建发展新格局 创
造发展新奇迹 努力成为打响

“上海湾区”城市品牌的开路先
锋》的工作报告。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曹险峰主持。镇人大
主席黎连忠，镇党委副书记沈
萍、吴池亮及其他镇党委委员
在主席台上就座。会议传达了
五届区委十二次全会精神，金
山区 2021 年工作学习讨论会
精神。

孙引良在报告指出，在“十
三五”期间，特别是 2020 年，山
阳镇坚持在危机中育新机、于
变局中开新局，坚持大格局、高
起点、超一流的工作标准，破解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难题，增创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优势，做了
很多有声有色又无中生有的
事，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报告强调，“十四五”是贯
彻“两区一堡”战略定位，全力
打响“上海湾区”品牌至关重要
的五年。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山阳要继续保持“开路先锋”的
雄心和气魄，继续坚持超第一
的格局和标准，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准确识变、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为“十四五”开好局、
起好步，做好“毫不松懈、慎终
如始，科学化推动疫情防控，系
统谋划、登高望远，推动高质量
发展，整合资源、多措并举，打
造高品质生活，党建引领、拾遗
补缺，实现高效能治理”四个方
面工作，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上
多想办法，在创造高品质生活
上下足功夫，在推进高效能治
理上做好文章。

在下午举行的第二次全体
会议上，孙引良要求，坚持最高
标准、系统谋划，以新作为回应

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担当作
为、攻坚克难，为全区打响“上
海湾区”城市品牌贡献“山阳智
慧”和“山阳力量”；坚持政治引
领、多措并举，充分展现乘风破
浪的山阳姿态。

他强调，勇做创新发展拓
荒牛，一往无前、敢为人先。善
于挖掘潜在资源，善于“无中生

有”，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善于
借势发力、点石成金，努力闯出
一条新路、创造一片新天地。
敢做为民服务孺子牛，心系人
民、苦干实干。坚持人民至上
理念，努力回应群众关切，把群
众的诉求作为努力的方向，真
正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
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争做艰苦

奋斗老黄牛，久久为功、甘于奉
献。让“实绩”成为指挥棒，使

“实干”成为风向标，为担当作
为者搭好成才大舞台，让山阳
成为创新创业、实现人生梦想
的热土。

孙引良最后强调，前进道
路上，全体党代表和全镇党员
干部群众要珍惜（下转3版）

构建发展新格局 创造发展新奇迹 努力成为打响“上海湾区”城市品牌的开路先锋

孙引良作党委工作报告 曹险峰主持会议

本报讯（应磊磊）1
月 6 日下午，我镇召开
2021年村居“两委”换届
工作动员部署会。镇党
委书记孙引良出席并讲
话。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曹险峰主持。

孙引良在讲话中指
出，村居“两委”换届是
基层政权建设和民主政
治建设的一件大事。他
强调，此次换届选举在
思想方面要讲政治、讲
原则、讲规矩、讲纪律、
讲标准；在选举政策和
上级精神方面要做到学
习好、领会好、宣传好、
组织好、树立好；在选举
流程方面要把好政治
关、政策关、程序关、纪
律关、时间关。

镇党委副书记沈萍
作工作部署。镇党委委
员、纪委书记、监察办主
任蒋卫平宣布村居“两

委”换届工作纪律规定。镇党
委委员俞红宣读村居“两委”换
届工作领导小组及其组成人员
名单，村居联系领导、指导员名
单。会后，各村居党组织书记
及换届工作人员进行了换届
工作业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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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在庄严的会议在庄严的《《国歌国歌》》声中召开声中召开

凝心聚力育先机凝心聚力育先机
开新局开新局

提振信心鼓干劲提振信心鼓干劲
再出发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