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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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a.
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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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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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上有一棵苹果树，它的周围

什么果树都没有，只有几棵小草，它感

到很孤独。

有一年秋天，苹果树结了满树的

苹果，又大又红，它摇晃着自己的枝

条，特别希望有人能来尝一下自己结

的苹果，和自己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它耐心地等待着。

这时，一个小男孩跑了过来，他

看到满树的苹果非常开心，就摘下

一颗吃了起来。他觉得苹果实在是

太好吃了，忍不住摘了好多要带回

家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临走的时

候，他突然想到：“这里只有一棵苹

果树，一棵苹果树结出的果子是有

限的，要是多几棵苹果树，岂不是大

家都能吃到这么好吃的苹果了！”想

到这里，小男孩把自己吃过的苹果

核埋到了土里，然后每隔几天就过

来给苹果树和苹果核浇水施肥，悉

心照料它们。

第二年春天很快来到了，苹果

树从冬眠中苏醒过来，发现身旁有

两棵嫩绿的小树苗正在微风中和自

己打招呼，原来小男孩埋下的苹果

核真的发芽了。“我终于有朋友了！”

苹果树心想，“我要和它们一起努力

生长，争取结出更多更好吃的果子

来报答小男孩。”

丰收的秋天又来到了，苹果树果

然结出了更多更红的苹果，这次小男

孩带着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到山坡上吃

苹果。吃完苹果后，大家不约而同地

把苹果核埋到了土里，他们衷心希望

能长出更多的苹果树，这样的话，苹果

树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他们能吃到的

苹果也会越来越多，一举两得。

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大家惊讶地

发现，原来光秃秃的山坡竟然变成了

一片茂密的苹果树林。每个来林子

里摘苹果的人都会把吃过的苹果核

埋到土里，为苹果树林的壮大尽自己

的一份力量。慢慢地，苹果树林变得

越来越大，越来越茂盛。

苹果树再也不觉得孤单了！

指导老师：唐珍

2020年注定是不同寻常的，新春

过后的第一场雨落下，仿佛寒气都比往

年要重些。

雨凉，人心也会凉吗？

初一的傍晚，母亲被医院的一通

电话叫回了岗。彼时盛着鱼头的大半

碗饭被暂搁在桌上，母亲却已将黑色行

李箱拉出了房间。大门打开，楼道里的

声控灯亮了起来，我垂眼站在她身旁，

一声不吭。她侧身抱住我，轻声道：“有

什么舍不得的，妈妈救人去呢!”一句话

落在耳畔，我抬眼看她，那眼神里沉沉

的重量闷闷地压在心口。

肩上一轻，人已转身走了出去，逼

仄的楼道里，我看见她高高扎起的马尾

辫和往常一样挺直的脊背，明明声控灯

昏暗不明，她的身影却像在发光。

我们都是疏于准备的寒号鸟，在

突至的凛冬里狼狈地瑟瑟发抖。可几

夜之间，千家万户飞出了一群着白衣的

仙子，一人一点星星之火，烧出了一片

燎原之势。上海、北京、重庆、广东、深

圳……“请战书”三字下，一个个力透纸

背的名字是他们平凡却铿锵的勋章。

他们织出的银河，挂在没有星星的夜

里，静静流淌，照亮了窗边不眠的人。

肝胆、信念、义无反顾，这些被人们

念烂了的词里，早已隐喻了最终的胜负。

雨凉，但人心不凉。

是夜，我放下笔，甩了甩酸痛的手

腕，打开微信和她视频聊天，第一次无

人接听。我习以为常地将手机放在一

旁，第二张卷子写到一半的时候，我才

终于看见她。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防护

服，白色的、鼓鼓的，把娇小的她包在里

面，像是裹了一床被子。她的口罩依然

没摘，走进休息室，她告诉我还没忙

完。我把新批出来的分数拍给她看，暗

示要夸奖。她一下就笑了，隔着屏幕都

能感觉到她的开心从口罩边缘溢了出

来。她像是在屏幕上抹了一把，和家中

一样，只是隔着屏幕，拍拍我的脸颊。

我眼中一热，把镜头移开一点，看

见她额上还未擦的汗。轻声提醒她要

好好吃饭，不要太晚睡……

其实，自己也不清楚她的具体作

息应该如何，但就是一股脑儿地说了出

来，我想起初一时军训前，她也是这样

叮嘱一遍。我在有样学样。

彼时恨不能背上生翼飞出门去，

如今也尝到了牵肠挂肚的滋味。

通话没有持续太久就挂断了，屏

幕上的最后一幕还是她戴着口罩的

脸。明明被遮住，我还是用眼描绘出那

淡蓝色布料下勾起的唇角。

真美，我放下手机时想，她是我们家

的仙子。是的，仙子，有太多太多仙子。

“即便是在除夕夜，我们也能够在

几个小时内组建成功。”从1月24日接

到援助通知，到一百五十人集结完毕，

陆军军医大学仅用了六个小时。不到

二十四小时，火神山医院六十名设计

人员将优化方案完整交付施工方。短

短十天，火神山医院拔地而起。习近

平总书记说：“中国的抗疫斗争，充分

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

当。”我再次想起了昏暗楼道里母亲的

背影，它在我眼中发着光，在这漫漫长

夜中也一样发着光，千千万万个发光

的“仙子”举起一把熊熊的火炬，燃出

了大国的冷静、快速、有效、团结，最终

完美收官。 指导老师：王列兵

不再孤单的苹果树
金山世界外国语学校（小学部）2D班 杜嘉言

中国力量
华东师大三附中 高一（4）班 张一帆

南方临近过年时，家家户户都会

做方糕，寓意着“年年高”。但现在会

做的人越来越少，大多都是去买现成

的，而我们家还秉承着这门手艺，而且

做的方糕跟别人家不太一样。

年前外婆会先准备好做方糕所

需的材料，比如大米、糯米、红糖、红

豆、猪油。一半大米一半糯米的糕粉

是方糕松软的秘方。晒糕粉的过程

中，外婆还准备了足足十二斤纯天然

的红糖，又拿出了一大桶自家种的红

豆。一粒粒鲜红又圆润的红豆被外

婆仔细地挑选着，随后我和妈妈也加

入其中，果然家人同心，其利断金啊！

很快，一大桶红豆都挑选完了。外婆

把挑好的红豆分了好几批到高压锅

里煮，整整煮了一天。煮红豆的间隙，

外婆还把猪油也熬制完成了，满屋红

豆和猪油的香味，让人垂涎欲滴。

第二天，外婆早早地把昨天煮好

的红豆、红糖水和猪油合成了豆沙馅，

忍不住地想偷吃一点。

紧接着，外婆把红糖水倒入晒好

的糕粉里，把糖水和糕粉充分地拌匀，

这很需要耐心和手劲。然后，用大筛

子把红糖糕粉过筛，筛过之后会产生

许多的“小球球”，我的任务就是搓这

些“小球球”，把“小球球”重新变成粉

状。外婆把糕粉倒入做糕的模具中，

底部薄薄地铺了一层，放上馅料的分

格模，挤入豆沙馅，再用糕粉填满模

具，印上花纹。妈妈把半成品端到灶

头上，外公则给灶头添满柴火，“红红

火火”的意头就是这么来的吧。蒸了

二十分钟之后，全手工古法红糖方糕

新鲜出炉啦！脱模后，我迫不及待地

拿起一块咬了一口，嗯……方糕香甜

有韧劲，里面浓浓的红豆味在口中蔓

延开来。真是让我回味无穷。

我觉得做糕真的是一件有趣的

事情。外婆说，做糕就是为了增添浓

浓的年味！

方糕
金山实验二小 四（4）班 杨安琦

那是一个卖气球的男人。他极

瘦，一件蓝色大衣穿在身上，有些晃

荡，他骑的自行车也旧了，发出“嘎吱

嘎吱”的声音，在自行车后座有十几只

气球，五颜六色的气球晃晃悠悠，在他

的头顶浮动着，簇成一个五彩大花蓝，

快把它们的主人给淹没了。但气球是

过时的玩意儿，似乎无人问津。

那是一个收废品的女人。拉着

一个收废品的三轮车头深埋，弓着

背，慢慢踏着三轮车的踏板，时不时

回头看，看那个熟睡的孩子——一个

两三岁在车上睡着的孩子，她的眼神

透露出疲劳，却又有着说不出的温

柔，嘴里轻哼着不知名的小曲儿。

红灯，两人在同一路口停了脚。

天寒，风紧。车上的孩子哆嗦了

一下，被子裹得更紧了。男人正从车

篮里取杯茶来，但在瞥到车上的孩子

时停了动作，手悬在半空中，惊讶又

和蔼地笑了，他饱含沧桑的眼角凝了

笑容。那个女人感受到了陌生人的

注视，回过头去发现男人看着她，友

善地点了点头，轻轻地笑了笑。

一阵风起，曳起一树青绿。忽

然，男人似乎想到了什么，拔下一根

气球，急急地对女人说：“拿去给孩子

玩。”

目光交汇中，女人接过气球，眼

里闪了亮光，似乎有什么在转动。绿

灯起，车流急速涌动起来。男人继续

前行，女人拉车前行，唯有车上的红

气球格外耀眼，随风摆动。孩子的

脸，红红的，嘴角噙着笑，像是做了一

个顽皮的梦。

我——一个旁观者，却伫立于街

口许久。

不知为何，我想起曾在寺庙见过

的金身菩萨，默默地垂眼，看着世人，

仅以目光散播着她的仁慈和怜悯。

而我眼前所看到的，是一个自身囿于

生活却依旧愿意为他人创造温馨和

快乐的平凡人。他不伟大，却足以动

人。

正是下班高潮，人越来越多，人

们急匆匆地走过，但没有人知道，刚

刚发生了一个多么美的故事。

指导老师：李晶晶

美的故事
同凯中学 七（5）班 林依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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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辉华看来，“乡贤汇”的成立

更多地为像她这样热心公益的人搭

建了平台，给了他们更多施展才能、

回馈社会的空间。

“可能以前做好事会遇到不理解

的情况，现在感觉更有底气去放开手

脚，似乎做好事也‘名正言顺’了。”万

辉华笑谈。

作为村里的“新乡贤”，万辉华

用自己的能量为村里有困难的群众

提供了不少帮助。营房村 32 岁的小

李，因患病自高一辍学瘫痪在家已

有 17 个年头，对生活也逐渐失去了

信心。由于父母退休，家里还有一

位八十多岁的奶奶要照顾，沉重的

负担让一家人感到很无望。万辉华

了解情况后，及时上门拜访，了解到

小李对计算机办公系统应用比较熟

练后，在自己的服务社为小李提供

了工作岗位，让小李终于有勇气

“走”出家门。一年工作下来，小李

也变得阳光很多。

陈四龙原本是漕泾镇司法所所

长，退休后，他主动担当起了矛盾化

解的“老娘舅”。针对阮巷老街外来

人员多的状况，陈四龙提议，由漕泾

司法所与阮巷村村委会牵头成立“巷

里乡亲”调解工作室，并推荐同样也

是阮巷乡贤的老书记金瑞贤和在漕

泾定居 20 多年的安徽籍来沪人员杨

多兵担任调解员，自己则协助他们做

好相关工作。调解员们不仅做好来

沪人员和本地人员之间的矛盾纠纷

化解，而且通过老乡管理老乡，老乡

服务老乡的形式，帮助解决外来人员

的子女就学、劳动就业等问题，并积

极帮助村干部做好社会治安、消防、

劳动安全教育等工作，成为了一个综

合性服务驿站。

“贤”能量不仅反映在社会治理方

面，也在引领、帮助乡邻实现生活上的

共同致富。在营房村公益大米认购活

动中，众乡贤积极参与，踊跃认购公益

大米，直接带动了村集体经济收入。

万辉华积极联络各个村居，万顺服务

社通过“培训带动就业”，推动镇辖区

内的妇女积极参加培训甚至创业，目

前已帮助 186 人成功就业，从事居家

养老和长护险的护理员工作。

捐资助学、抗疫防疫、改善人居

环境……新乡贤的故事还有很多很

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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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意义上，乡贤是

指品德、才学为乡人推崇

敬重的人。他们或是一些

在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

化、乡里公共事务中贡献

力量的乡绅，或是具有一

定社会地位的士人阶层。

在漕泾镇，一批“新乡

贤”群体成为了乡村基层

社 会 治 理 的 一 股 新 鲜 力

量。这八十位乡贤中，不

仅有教师、离退休干部、企

业家，还有手艺人、热心公

益者，更有村里德高望重

的前辈长者。他们不分年

龄、不论职业，参与村务管

理、帮助解决村务难题、为

村民提供帮助、为乡村发

展建言献策……他们都有

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

土生土长的“乡里人”。

最近，漕泾镇阮巷村“贤士会”会

长陈四龙梳理了他和成员们从 2019
至今，一共向村委会提交的六方面

十六项建议，涉及村庄建设、村务管

理、基础设施完善等。这些建议建

言都是贤士会成员经过多次调研、

讨论后整理的，最终每份建议都会

形成一份书面报告，提交给村委会。

《关于阮巷村老街设立文化展示

馆的问题》《关于阮巷村老街创建美

食一条街的问题》《为了阮巷村创建

好 2020年市级美丽乡村，巩固和提升

美 丽 宅 基 软 件 和 硬 件 的 建 设 问

题》……对于“贤士会”提出的相关建

议建言，阮巷村党总支副书记沈叶表

示：“贤士会提出的每份建议都会经

过班子会讨论，不仅要对他们提出的

建议建言进行讨论、反馈，还要定期

向他们反馈建议的落实情况和推进

进展。”

“贤士会”是阮巷村 2019 年成立

的一支由村内退休教师、企业家、退

休干部等组成的村民自治队伍，队

员则被通俗地称为“新乡贤”，目前

共有 8 名成员。他们不仅制定了工

作原则、工作内容等相应的规章制

度，还会定期召开会议，“贤士会”成

员和村委班子成员互相列席对方会

议等。

“我们坚持‘参政不干政、补台不

拆台、帮忙不添乱、奉献不索取’原

则，既服务好村民，又为家乡发展出

谋划策。”陈四龙表示。

事实上，“贤士会”并不是阮巷

村一家的独创。记者从漕泾镇获

悉，为服务基层社会治理，2019 年开

始，漕泾镇所有村居都组建了由本

村居“新乡贤”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

组织，共 12 个。他们有的叫“贤士

会”，有的称为“乡贤汇”，虽然名字

不同，但全镇共 80 位新乡贤，都在

各自的村居尽己所能，散发光和热。

新乡贤们不仅参与、监督村务

管理，村委会还会定期向他们汇报

工作、征求建议等。营房村每季度

都会召开“乡贤工作会议”，对上次

会议提出的问题落实情况进行反

馈。而正是有了这支热心村务的

“民间参事团”，让乡村治理有了层

级提升。

新乡贤“新”在哪里，又发挥着怎

样的积极作用？在营房村副主任李

辉看来，这些新乡贤积极参与村里各

项事务，能够帮助解决村内难题、化

解矛盾，更能成为沟通、联系村民的

桥梁，“既可以凝聚人心，又实现了村

民当家做主”。

营房村靠近镇区，属于城乡结合

部，村内 90%村民实现了动迁安置，

历史遗留问题多，情况复杂，这也为

乡村发展带来很多问题。“动拆迁安

置、老人赡养、配套设施完善等，都是

群众关心的话题。”李辉说。

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村委会作

为基层治理者，受经济能力等因素

所限，在沟通中难免会产生隔阂。

由于新乡贤自身就是本村人，既了

解村内情况，又在村民当中有一定

的话语权，更便于在村内开展工

作。而将拥有不同资源和能力的新

乡贤集合起来，往往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万辉华是区万顺社会服务社理

事长，也是营房村新乡贤。2019 年，

营房村开始对村里闲置了 10 多年的

老村部进行改造，计划建设老年日间

服务中心。长期从事养老服务工作

的万辉华积极出谋划策，对日间服务

中心的功能配套进行指导，提出可建

设康复中心、健身房、活动室等。

“老年日间服务中心建成后，可

以覆盖镇区 2000多名老人。”李辉说，

“新乡贤就像村里的顾问团，遇到专

业的问题我们会向他们请教。”例如，

新乡贤徐桂荣因为对规划土地情况

比较了解，村里就请他帮忙起草了有

关土地方面的文件。

阮巷村的新乡贤也积极为村里

的发展建言献策。阮巷老街拥有 600
多年的历史，阮巷村在老街风貌打造

的过程中，充分吸纳新乡贤们的意

见，保留老街的历史文化底蕴。如在

新乡贤的建议帮助下，阮巷老街上的

“老街文化展示馆”建成开馆；新乡贤

吴国权还帮助搜集、挖掘，对老街历

史素材进行整理，并凭着记忆复原了

一些老街过去的版图等。

“我们这些村干部大多是“80
后”，对过去的历史可能缺乏了解。

这些前辈们自发搜集老照片和文史

资料，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时代记

忆，为我们进行村庄改造、乡村未来

发展规划都提供了很好的建议、指

导。”沈叶表示。

其实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新乡

贤”身上体现了新的使命和责任。这

种使命既可能是荣誉感归属感的提

升，也可能是主人翁意识的增强，更

可能是源自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

认同。

基层治理“新力量”

乡村振兴“智囊团”

服务群众“热心人”

营房村乡贤工作会议营房村乡贤工作会议

营房村公益大米认购活动营房村公益大米认购活动阮巷村阮巷村““贤士会贤士会””会长陈四龙开展道德巡讲会长陈四龙开展道德巡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