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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影厂与上译厂的不解之缘
后来吴文伦理解了，老厂长指的这个

“帅”不是真指语言处理上的帅，如果那么
处理就“飘”了。不过他倒是觉得老厂长很
帅，吴文伦指的那个“帅”并非是指老厂长
穿得时髦，而是老厂长骨子里透出来的那
种气质。

在吴文伦的眼里，陈叙一穿着很考究，
大大方方，绝对不俗。冬天一袭中式丝棉
袄，戴一条围巾，颇具风采，这点与我对老
厂长的印象倒是不谋而合。后来电影资料
馆的一个导演问吴文伦要陈叙一搞《乱世
佳人》时的导演本手稿，可惜吴文伦当时没
保存下来。“那词翻得真好！”说到这里，吴
文伦不禁长叹了一声。

我从小就与吴文伦叔叔非常熟悉。我
小时候他家就住在长宁区天山路附近，而
我们家住在同区的新华路上，所以当年他
从位于武康路上的上影厂演员剧团下班回
家必定会经过新华路。在我的记忆里他当
年总是打扮得很精神。夏天上身一件雪白
的衬衫，下面一条深色西裤，脚蹬一双皮凉
鞋，骑着自行车从新华路一路由东向西飞
驰而过。我有时在阳台上见到他骑车过来
就会叫他一声，吴叔叔也会向我挥挥手。

有一天下午，突然天降大雨，当时我放
学后正在家做功课，忽然间吴叔叔冲了进
来。只见他浑身湿透，淋得像落汤鸡一样，

赤脚，手里拎着双皮鞋，平
素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乱
成一团。他狼狈地跟我说：

“好大雨，让我躲会儿。”我
连忙倒了杯热水给他，他就
这么一边脱下湿衣服搭在
椅背上晾着，一边坐下跟我
聊天，一直待到雨停之后方
才离开。吴叔叔也曾跟我谈
起往日的情景，他经常在下
班路上看到我妈在我家沿
街二楼的西班牙式小阳台
上站着，我爸在里面练琴，说“那穷日子过
得倒也有滋有味”。听到他这句话，我不禁
联想到鲁迅小说《风波》里的一段情节：老
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
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赌玩石
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
饭，热蓬蓬冒烟。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文
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
田家乐呵！”但文豪的话有些不合事实，就
因为他们没有听到九斤老太的话。这时候，
九斤老太正在大怒，拿破芭蕉扇敲着凳脚
说：“我活到七十九岁了，活够了，不愿意眼
见这些败家相，——还是死的好。立刻就要
吃饭了，还吃炒豆子，吃穷了一家子！”我们
家当年在新华路上海市文化局宿舍大院的
日子可并不是如他所见的那么浪漫滋润。

可见我们眼里所看到的别人的生活与那人
实际的生活终究是有些不同的。

从很早以前开始，我就觉得把吴文伦
搁在上影厂演员剧团是放错了地方，但他
自己却否认了这一点，因为那时他一直梦
想成为电影明星。吴文伦经常会跟我妈提
起一个关于他为何不进上译厂的故事，说
当年还在万航渡路的时候，邱岳峰一天到
晚喜欢提着热水瓶去打热水。有一回，吴文
伦跟邱岳峰一起上楼，走到一半楼梯时，手
里提着两个热水瓶的邱岳峰忽然开口低声
说了句：“吴文伦，快过来吧，过了这村儿就
没这店儿了。”他的意思是提醒吴文伦赶紧
打报告要求调到上译厂来工作，可惜当时
还满心火热地想着当电影明星的吴文伦并
没接邱岳峰的茬，他低着头，眼睛里看到了

邱岳峰那天穿着一双凉
鞋，鞋尖部露出一堆挤做
一团的脚趾……这个场景
他一直记到了现在。

由于与上译厂合作多
年，吴文伦与很多老演员
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他
的印象里，李梓平时话不
多，戏好，路子正。虽然她
并没有上过什么艺术院
校，但工作起来却非常专
业。作为山东人，李梓虽

然说话不啰唆，但她高兴起来时还是挺能
聊的。苏秀在专业上很有想法，喜欢做文
章，搞学问。童自荣有玩意，是不折不扣
的配音王子。他的同学杨成纯，虽然在学
校里并不拔尖，分配到上译厂后一开始也
只是个话筒员，但他非常勤奋，后来把自
己的嗓子用得很扎实老到。总之各有各的
风格和套路。

吴文伦和李梓、赵慎之等老太太关系
非常好，以前经常被她们叫到家里去吃饺
子。他们三个都是北方人，李梓擅长做北方
风味的饭菜，不多花钱还好吃。早年由于李
梓家的住房面积较小，不方便招待客人，后
来她搬到了新华路新居后条件大大改善
了，有了独立的客厅，于是大家就经常去做
客吃饭了。据吴文伦爆料，赵慎之老太太晚

年时的老伴儿还是由他牵的线。当时赵老
太独自住在虹桥路上一栋房子的二楼，有
个老先生住在三楼，他俩经常能打个照面。
由于当时老太太单身，吴文伦就经常去看
她，当知道这楼上楼下的两个老人一来二
去已经对上眼，但又不好意思彼此说破时，
吴文伦就招呼他们二位一起吃了顿饭，并
当场对他们说：“以后你们俩就可以一道吃
饭了。”就这样，两位老人的恋情就这么公
开了。据吴文伦说，那个老头人不错，与赵
老太太感情也很好，这段黄昏恋给赵慎之
的晚年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安慰和快乐。后
来老头先走一步，没几年赵老太也驾鹤西
去了。直到现在，吴文伦还为自己做的这件
善事而感到欣慰。

“文革”前、中、后先后有几批上影厂演
员剧团的电影演员改行当了配音演员，充
实了上译厂的演员团队，从李梓和潘我源
开始，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上影厂演员剧
团向上译厂先后输送了卫禹平、乔榛、孙渝
烽、程晓桦、程玉珠、孙丽华等演员，他们中
的佼佼者后来甚至成为上译厂导和演两方
面的台柱子和厂领导。而从1960年代初就
开始活跃在上译厂录音棚里的吴文伦却为
他的“明星梦”所误，嗓音条件极好却痛失
良机，最后就在上影厂演员剧团一直干到
了退休。

（十二）

近日，国家出台了《关于提高技术工人
待遇的意见》，对完善技术工人的培养、评
价、使用、激励、保障作出了明确规定，实现
技高者多得、多劳者多得，对增强技术工人
获得感、自豪感、荣誉感，激发技术工人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市经济发展迅猛，无论第一产业还是
第二第三产业，都离不开生产一线的技术工
人。目前，企业普遍存在“技工荒”问题，掌握
一技之长的师傅呈老龄化趋势，而年轻人大
多选择管理岗位，不愿从事技术工种。当前，
弘扬工匠精神，培育技能人才显得尤为重要。

加大培养技术工人的工作力度。促进职

业院校（含技工院校）、本科高校与企业充分
合作，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应用型和技
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能力。积极发展职工
培训和继续教育。提高职业教育质量，促进
产教融合。完善职业教育“文化素质+职业技
能”的考试招生方式。支持职业院校（含技工
院校）、本科高校与企业共同开发教学资源
和培训项目。企业本身也应从职工教育经费
中划拨专项经费，支持高技能人才带好徒
弟。要通过多方努力培育更多的实用型人
才。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行
业协会要发挥自身优势，在职业技能的培
训、竞赛等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广泛宣传技术工人劳动成果。宣传高技
能领军人才先进事迹，开展先进操作法总结、
命名，推广绝招、绝技、绝活，制作教育纪录片，
树立宣传典型。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组织形式
多样的宣传活动，展示优秀技术工人风采。鼓
励各地区、各部门大力开展技术工人表彰活
动。做好“五一”国际劳动节、职业教育活动周、
高技能人才评选表彰等集中宣传工作，引导
社会各界创作更多反映技术工人时代风貌的
优秀文艺作品，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
造伟大的社会氛围，使技术工人获得更多职
业荣誉感，不断提高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

提高高技能领军人才的社会待遇。国家

多研究探索对高技能领军人才在购（租）住
房、安家补贴、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等方面的
支持政策，通过提供人才公寓和发放房租补
贴等方式，解决引进高技能领军人才的住房
问题。地方各级政府要把高技能领军人才引
进作为人才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切实
抓好抓实，帮助技能人才解决后顾之忧，使
其扎根企业安心工作。 （余示）

弘扬工匠精神 培育技能人才

本报记者 李朱雳

来到南阳镇元祥村，顺着河道望去，
只见河水清澈见底，水面上没有一点漂浮
物，两岸绿植成行，河坡干净整洁，全部覆
盖着植被，看不见纸屑、垃圾。其间，三两
个村民在河里洗衣。

元祥村有5条横河、249条泯沟。“以
前，到了夏天村民都不敢出门乘凉，泯沟
里发出阵阵恶臭，还有很多蚊虫。”元祥村
7组组长陈元林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针对这一情况，元祥村深入开展区域环境
整治，进一步落实“户分类、组保洁、村收
集、镇转运、市处理”的农村垃圾一体化处
理“五级网络”体系，深入开展沟河疏浚、
治理工作，落实长效管护措施，村容村貌、
人居环境得到了很大改观。

“从2015年开始，我们村大力开展占
补平衡项目，从而获得了开展环境治理的
资金。”村党总支书记政辉告诉记者，有了
资金，就可以把村委会制定的环境整治规
划一一落到实处，使构想变成现实有了经

济基础。
要彻底改变村里环境，必须建立长效

管护机制，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定期清理河
道。2015年，村里与元祥保洁公司签订了
外包合同，在一次性对河道进行打捞和清
理以后，村里的河道终于“重见天日”。水
生植物繁殖力强，一日不清理就会卷土重
来。根据不同水生植物在不同季节的繁殖
生长情况，保洁人员定期清理和维护河
道。每年7~9月份是水花生的生长旺季，
11月份是水葫芦繁殖季节，掌握了这些规
律后，保洁人员持之以恒做好管护工作。

“现在每条沟河都有巡查员负责日常巡
查，一旦发现哪条沟河有水草，巡查员就
马上督促保洁员进行整治。”政辉说。

整治过程中最大的难题是拆除网簖，
一个个网簖立在河中，既造成河道中垃圾
的滞留，又影响河面的干净整洁和正常引
排。由于涉及到村民的利益，在网簖拆除
工作中，村干部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元祥
村1组村民顾老先生一开始坚决反对村干
部拆除网簖，“里面有我养的鱼，我不允许

你们拆。”政辉为此先后5次去顾老先生家
中做思想工作，终于将他说服。

元祥村有25家鱼蟹养殖户，水草是
鱼蟹的部分食料，一刀切的做法肯定行
不通。如何让整治工作既不影响“水清
水畅”，又不影响养殖户生产？村干部想
到了一个方法，那就是对河面进行隔断
治理，在河面上每隔一段距离留一部分
水草，这样既满足了养殖户对水草的需
求，又保证了河面的清爽。这个做法也
得到了养殖户的认可，从而使治理工作
得以顺利推进。

村里环境好了，老百姓的生活也发生
了许多变化。“现在除了饮用水，我们都在
沟河里洗东西，一年能省下100多元的自
来水费呢。”陈元林告诉记者，“水质好了，
村民的体质也有了明显的改善，生病少
了，日子越过越滋润。现在我们村的老年
人越来越长寿，我们7组总共有113人，80
岁以上的老人有18个，95岁以上的老人
有2个，年龄最大的龚绍兰老人今年已经
105岁了，身子还很硬朗。”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刚才一位
上海的老板过来洽谈流转土地的事宜，他
要流转村里1000亩地，用于种植高档草
坪，这种草坪带土厚度只有0.5厘米，对环
境影响较小，同时能给村里带来经济效
益。”政辉告诉记者，除了河道整治，村
里面各项基础设施也在逐步完善。村级
道路已全部实现硬化，今年启动亮化工
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覆盖，社会养
老保险达到90%。“为巩固好水美乡村，
管护好水环境，今年经村委会、村监会
集体讨论，决定对四级河道发包进行淡
水养殖，其中的荣光河由村出资给村里的
弱势群体搞养殖，他们同时兼任义务河任义务河
长长。”。”政辉笑着说政辉笑着说。。

启东客运总站组织开展
节后车辆安全检查

消除安全隐患
确保行车安全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车辆的日常维护管

理，消除车辆安全隐患，确保节后车辆的安全运
行，4月8日，启东客运总站组织开展了清明节后
车辆安全检查活动。

检查小组对每台车辆的3G设备、车况安全
等进行了全面排查，对车辆制动系统、动力系
统、灯光系统及灭火器、三角牌配备等情况进行
了重点检查。检查客运车辆凌晨2时至5时停止
运行落实情况，并向各车队负责人反馈了检查
情况。督促客运站切实落实强化安检工作，确保
做到“三不进站、六不出站”。对检查中发现存在
的安全隐患，能当场整改的，立即责令整改;不
能当场整改的，下发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
限，达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整改措施落实到
位、安全隐患全面消除的目标，确保每台车辆都
能处于最佳运行状态。

（尹倩倩 曹开博）

南阳镇元祥村因地制宜合理规划，着力改善农村水环境——

水清岸绿风光好

东珠新村落实计生随访制度
本报讯 近日，东珠新村社区计生专

干走访慰问辖区内部分产妇，切实落实计
生随访制度，送上生育关怀。

走访过程中，计生专干详细询问了产妇
和新生儿的健康状况和喂养情况，宣传母乳
喂养的好处等健康知识。通过走访，拉近了
计生专干与育龄妇女家庭的距离，有利于
今后的计生工作顺利开展。 （宋燕南）

开发区组织党纪法规学习竞赛
本报讯 为切实加强党员的廉政素

养，营造廉洁清正的氛围，4月11日下午，
启东经济开发区组织开展“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党纪法规学习竞赛活动。

竞赛以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30名队
员分成10个组参加比赛。根据团体综合
得分，前五名进入决赛。此次知识竞赛增
强了全体党员干部对党纪知识学习的热
情，提高了加强自身廉政建设的意识，在
开发区营造了廉政自律的浓厚氛围。

（夏辉）

市司法局举办“4·8司
法日”联动服务宣传活动

推广网上服务
拓宽便民渠道
本报讯 4月8日上午，第四届江苏“4·8司

法日”启东联动服务宣传活动在文峰大世界广
场举行，本次活动的主题为“12348·江苏法网连
万家”。

活动以“法润东疆”文化艺术团的法治歌舞
开场，现场气氛热烈。来自全市30多家行政执法
单位的执法人员、律师、公证员、法律援助工作
人员联手参加了法律服务活动。通过现场展示
印有“12348江苏法网”网站地址、APP和“掌上
12348”微信公众号二维码的宣传画，向广大市
民推荐“12348江苏法网”，当天共发放宣传资料
2000多份。

据悉，“12348”司法行政公共服务是全省统
一的司法行政公共服务平台，是司法行政部门
拓宽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为社会提供集电话服务和网上服务为一体的
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主要是为广大群众提供
法律咨询、法治宣传、法律援助、律师服务、公证
办理、人民调解等各类司法行政服务，接受群众
的投诉和意见建议。

（陈卫红）

机关党员走进社区志愿服务
本报讯 4月11日上午，市政协办、市

行政审批局的党员志愿者来到结对单位
汇东新村社区，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党员志愿者拿起扫帚、铁锹，清理小
区小花园里的垃圾、杂物，对周边乱堆乱
放的物品进行集中整治。党员志愿活动促
进了小区面貌和环境质量的提升，也锻炼
了党员队伍，增进了干群感情。

（成宏）

紫薇二村开展春游踏青活动
本报讯 为了让留守儿童亲近大自

然，丰富课外生活，近日，紫薇二村组织社
区志愿者及青少年开展了春游踏青活动。

留守儿童来到紫薇公园，公园内绿意
盎然，繁花点缀，自然风光和人文气息完
美结合，提升了孩子们的环保意识，激发
了孩子们爱绿、护绿、亲绿的情怀，给孩子
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陈柳清）

4月12日上午，市委老干部局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前往抗大九分校，参观红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激发新时期革命热情。
郁卫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