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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引刀分享成就自己的人生秘诀

如何成为你自己

徐忠如个人
摄影展揭幕

徐忠如个人摄影展日前开
展，徐忠如退休前从事崇明区长
兴镇党委的宣传思想工作，曾先
后任镇党群办副主任等职，他平
时工作较忙，但三十多年来他结
合本职工作，爱好文学、写作、美
术、摄影等。退休后他不忘初心，
仍频繁地出现在乡土田间、社区
等地，用相机拍摄记录家乡长兴
岛的改革开放发展变化，其摄影
作品曾在崇明区总工会摄影比赛
中荣获二、三等奖!深受广大居
（村）民喜欢。日前在崇明区长兴
镇首届文化艺术节上举办了他个
人摄影展。上图为摄影展一角。

通讯员 黄杰 陈忠安

□通讯员 朱华英

1 月 6 日下午，刀刀狗之父、
著名漫画家慕容引刀来到嘉定我
嘉书房外文绘本馆，开启了他与
他的“刀粉”们2019年的首场活动
——《如何成为你自己》的分享。

慕容引刀首先以“刀刀狗”的
漫画形象开头，讲述他童年与绘画
的缘源。慕容引刀从小热爱着画
画，最喜欢画轮船。“刀刀狗”的原
型是慕容引刀，从刀刀狗的诞生到
一幅幅的创作中，这些都来源于慕
容引刀生活中的一个个小故事和
灵感的相互碰撞。说到那时的梦
想，刀刀老师说本来是想做一名科
学家或是可以去画人民币，幽默风

趣而又富有哲理的话语，令听众
在笑声中不断回味：成为自己，源
于心中有梦，做你自己喜欢的事；
只要有心，生活处处是美好。

刀爸讲座分享后，他认真用
心地给每位喜爱刀刀狗的朋友画
了他们想要的刀刀狗，写了他们
想要说的话。他笔下姿态各异的
刀刀狗也获得了无数个赞。有一
位可以称的上是“骨灰”级的粉丝
拿出了刀爸出版的第一本漫画书
让刀爸签名。

虽然是针对成人的讲座，但
现场还是来了不少小朋友，小朋
友们在我嘉书房外文绘本馆收集
到的慕容引刀的漫画书中流连，
与之合影。

【图文报道】

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杜绝毒驾现象，让每个家庭都远离毒品，
12月27日上午，徐泾镇禁毒办组织禁毒志愿者在京华路沿街开
展了“预防毒驾”禁毒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禁毒专职干部及志愿者利用发放禁毒宣传手册、悬
挂横幅、摆设毒驾展板、现场讲解典型案例等方式，并现场就“毒
驾”的危害性对驾驶员进行耐心细致的讲解，警示广大驾驶员和群
众远离毒品，拒绝毒驾，并希望通过他们向身边的人宣传禁毒常
识、发动更多的驾驶员参与到全民禁毒斗争中来，进一步提高了广
大驾驶员拒绝毒驾法律意识，发现涉毒和毒驾行为要及时报警，充
分认识到了“毒驾”给个人、家人乃至社会的危害性。

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资料300余份，使广大群众尤其是机动
车驾驶人认识到毒驾对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危害，同时也能了解到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提高广大市民交通安全意识以及识毒防毒拒
毒意识，提高市民遵守交通法规的自觉性，塑造浓厚的宣传氛围，
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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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有一种力量叫悔改】

嘉定工作站真新街道社工点开展同伴演讲活动

共同呼吁“禁毒，真新真行！”

追忆似水流年
□夏 苹

●年少无知

在沪郊的一所高职学校里，有个帅气的
男生，名叫苏坚，一米七五的身材，白皙的皮
肤，温文尔雅，成绩优异，乐热于助人，在班
级里很受大家欢迎。

苏坚的父亲是承包2000亩田的一个老
板，头脑活络。他原本并不是干这一行的，
后来看到农民老龄化严重，国家鼓励农民土
地流转规模化种植，于是就跳槽选中这个项
目，先是小打小闹承包 100亩，不久之后就
开始“腾飞”起来，承包下了村里所有的农
田，渐渐成了村里的首富。

父亲有钱，儿子沾光，苏坚本来就喜欢
结交朋友，靠着优越的家庭经济条件，他出
手阔绰大方。加上他在班级里的学习成绩
也出众，因此总有一群男女同学追随左右，
他在班级上很有号召力。

苏坚所在的学校里，有个叫王超的学
生，长相一般，家境一般，平时成绩也一般，
不过，他却是个能说会道的瘾君子。王超见
苏坚家境富裕，在同学中又很有号召力，就
千方百计与苏坚接近。苏坚其实一开始并
没有把这当回事，但同学有求于自己，这种
感觉让他很是享受，不时借给王超一些钱，
从此两人称兄道弟起来。谁知，王超在给苏
坚的饮用水中动了手脚，使苏坚不知不觉沾
染上了新型毒品，并且上了瘾。上瘾后的苏
坚，大脑受到严重的损伤，不时做出令人啼
笑皆非的事情，有一次苏坚从二楼宿舍自己
跳下来，幸好没有生命危险。按照校纪校

规，学校领导经研究及时作出了决定，并报
请上级部门批准，对苏坚和王超作出了“劝
退”的处理。

苏坚，原本一个大有希望的学习尖子，
因为年少无知而染毒辍学。

●家破人亡

为此，苏坚无比沮丧。而王超却对他
说：“现在科技发达，那个彩色药丸是新产
品、新保健品。我们回家怕什么，回去照样
可以发展，照样做出成绩来。”苏坚一听，觉
得王超的话也有点道理，于是心里稍微好受
了些。

回家后，王超向大家鼓吹，适当服用新
型保健品，有保健功效，可以百病不侵，即使
有病也可以不药自愈，无病可以强身健体。

原本苏坚的母亲心脏不好，有冠心病，
多年以来每天靠服药控制病情。苏坚父亲
也一心想着自己年老保重身体，所以二位老
人听信起谣言，服用起来。苏坚的母亲停药
后造成冠心病情加重，突然心脏病发作，一
命呜呼。苏坚父亲也糊里糊涂地把他的农
庄全权委托给手下一个发小。结果那个发
小就趁机大肆敛财，贪图回扣，低价批进劣
质种子等，致使农庄造成严重损失，几乎耗
掉了苏爸爸全部的钱财积累。

●幡然醒悟

苏坚听到这个消息，惊得冷汗直流，想
想这段时间家里发生的惊变，父亲丧失钱
财，母亲悲痛离世，这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

记忆。
根据苏坚父子的悔改表现，当地公安机

关决定对他们进行拘留后的社区戒毒。街
道禁毒办工作人员和禁毒社工坚持到苏坚
家走访，及时建立起相应的工作帮教关系。
经过一段时间的真情帮教和用心沟通，苏坚
痛定思痛，立即和父亲主动参加了戒毒康复
治疗，并且用自己曾经的惨痛教训，以受害
者的亲身体会，给广大社区居民现身说法，
讲到动情处，声泪俱下。那些聆听者无不受
到极大的震动......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在
禁毒社工的资源整合下，苏坚父亲的农场经
过重新整顿，又开始播下了新的希望种子。
但时光无法倒流，苏记农场经此巨创，不但
资金链断裂，并且信誉也大不如前，客户流
失大半，已是“门庭冷落车马稀”了。要想重
新打拼恢复旧日辉煌，不但要假以时日，而
且还须付出成倍的努力。

而苏坚呢，当他追忆起学生生活的往
昔，想起那时和同学们在学习上你追我赶的
情景，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可如今，自
己已经中断了学业，恐怕今生永远都失去再
进学校的机会了，而且又累及父亲的农场，
更加不能挽回的是永远失去了慈爱的母
亲。都怪自己听信了骗人的鬼话，吃什么神
丹妙药，居然还执迷不悟，现在完了，什么都
完了！苏坚每每想到这些，就捶胸顿足、追
悔莫及。

在一个漫天飘雪的早上，苏坚突然听到
门外响起熟悉的声音：“苏坚，苏坚同学是住
这里吗？”

他本能地冲了出去，一看，竟然是他以
前学校的教导主任和禁毒社工！两个人遍
身上下一色清白，就像两个雪人一样。

苏坚心头发烫，脚下却直发软，千言万
语哽在喉咙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苏坚同学!”
“苏坚!”
教导主任和禁毒社工热情地招呼苏坚。

“老师！”苏坚的眼泪喷涌而出，好像迷
途的羔羊突然见到了母亲，不由嚎啕大哭起
来，“老师，我错了！我辜负了学校的教育，
我葬送了爸爸的事业，又断送了妈妈的性
命，我害苦了别人又害苦了自己。”

禁毒社工站在他老师身旁，眼眶也红
了。

教导主任从包里拿出一份通知书，对苏
坚说：“苏坚同学，学校认真了解你最近的情
况，知道你最近的表现，得知你已经彻底认
识了自己的错误，并能积极用实际行动来改
正，所以经研究决定，恢复你的学籍。这是
入学通知书，希望你好好珍惜这次机会、重
新开始新的生活。”

禁毒社工满怀深情地嘱咐苏坚：“一个
人不怕犯错误，怕就怕犯了错误不改。社会
对每一个迷途知返的孩子会永远敞开温暖
的胸怀，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等着你回去，
苏坚同学，努力吧！”

苏坚挂着泪的脸上顿时绽开了灿烂的
笑容……看着学生开始乐呵呵的样子，教导
主任和禁毒社工都欣慰地笑了，而苏坚的父
亲老泪纵横。

门外，风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
相信明天会是个大晴天，雪后的太阳将

会把大地照得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作者系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青浦
工作站社工）

奉贤西渡街道
加强吸毒排查管控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为喜迎
2019年春节的到来，上海市奉贤区
西渡街道禁毒办联合基层单位在节
前持续不断推进各项禁毒工作。为
切实加强易制毒化学品及设备管控
力度，根据《关于开展入滇易制毒化
学品及相关设备核查和信息报送工
作的通知》文件的相关要求，1 月 9
日上午，街道禁毒办会同五宅村委
开展入滇易制毒化学品及相关设备
核查工作。 通讯员 程杰

奉贤金海社区
开展元旦禁毒宣传活动

1月1日上午，奉贤区金海社区
利用“元旦”传统节日携手中国联合
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绿地玉湖庭物
业服务中心在辖区龙潭社区居委文
化广场共同举办了“湖畔一家，乐美
龙潭”迎新趣味禁毒知识运动会。

通讯员 郭春英

闵行莘庄镇
禁毒宣传进校园

闵行莘庄镇禁毒社工于 1 月 4
日下午在莘庄花园学校开展了“和
毒品说NO”的禁毒宣传活动，参加
活动的是小学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全
体学生。虽然天空中下起了绵绵细
雨，但是活动现场的气氛很是活
跃。通过本次演讲让学生们深深感
受到禁毒是每个人都应有的责任，
进一步增强学生们防毒、拒毒、禁毒
责任意识。 闵宣

为了增强社区居民朋友的识毒、防毒、拒
毒的意识，营造良好的禁毒宣传氛围，共建无
毒社区，日前，真新街道禁毒社工在真新街道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小剧场组织虬江社区150
名居民朋友开展了“禁毒，真新真行”同伴演
讲活动，受到了居民朋友们的欢迎。

此次活动共分为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
是禁毒知识讲座。主讲社工唐婕通过PPT展
示，围绕毒品的定义和分类、毒品的特征、毒
品的危害、如何远离毒品等几方面有关知识，
在讲座中运用贴近社区居民通俗易懂的语
言，结合大量图文和相关案例，由浅入深地向
社区居民介绍了毒品的危害、如何远离毒品

的方法以及现在的禁毒形势等，呼吁大家不
仅自己要远离毒品，而且要动员自己身边的
人远离毒品。

第二个环节是同伴演讲，真新街道戒毒
同伴黄某为居民们开展了名为“无畏风雨，勇
敢前行”的演讲，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天真
无邪的小姑娘误入歧途接触到毒品，深陷毒
瘾无法自拔，给自己、家庭、社会造成了多少严
重的危害，又是如何开始戒毒，到站上今天这
样的平台，来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诫大家千万
不能对毒品怀有侥幸的心理，跨越“雷池”一
步，否则会后悔莫及。同时告诉居民朋友们一
个人无论在哪里跌倒，只要改过自新爬起来就

好，希望社会多给涉毒人员一些机会。
第三个环节是互动分享环节。社工邀请

和引导参加活动的社区居民积极发言，分享
一下今天活动的感受和学到了一些什么，以
及自己在今后的禁毒行动中，可以从哪些方
面，做出哪些努力来抵制毒品。

一小时的活动很快就结束了，但大家都
表示意犹未尽，居民们表示一百多年前中国
深受毒品的危害，继而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
地的国家，一百多年后的中国站起来了，但是
毒品形势依然严峻，作为中国人一定不能重
蹈覆辙，要坚决抵制毒品，为建设无毒社区贡
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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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徐泾镇积极开展预防毒驾活动青浦徐泾镇积极开展预防毒驾活动
□通讯员 胡敏

离猪年春年不足一个月，但
坐落在浦东张江镇科农路上1508
号的张江超越园艺苗圃内早已是
一番春意盎然、百花争妍的喜庆
景象。以前逢年过节、走亲访友
时人们都会把烟酒、补品作为礼
品送人，但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
改善、生活品质的提高，新春佳
节、生日祝寿、婚庆典礼、乔迁之
喜时，给亲人、给朋友、给长辈、给
老师送一盆蝴蝶兰已经成为越来
越多市民的选择。所以为让高雅
的兰花走进寻常百姓家庭，让更
多的市民用美丽的蝴蝶兰来装扮

家园，张江超越园艺苗圃的园艺
师们精心培育适合不同阶层人群
的蝴蝶兰,既有适合放在办公桌、
书房、茶几上的四五株的小盆迷
你型彩色蝴蝶兰，也有适合放在
办公室、客厅的 6 株、8 株蝴蝶
兰，还有适合高档办公楼、别墅
区的落地大缸的 10 株、12 株的
精品蝴蝶兰，深受市民欢迎。市
民王小姐已连续三年到张江超越
园艺苗圃来买花，今年元旦过后
不久，她就早早订购了10多盆大
大小小的蝴蝶兰，送长辈、送朋
友、送客户。她说在家里摆上一
盆蝴蝶兰，可以增添浓浓的节日
喜庆氛围。

红红火火迎大年红红火火迎大年

□通讯员 王青春

2018 年以来，万祥镇在大调
研过程中，倾听居民的呼声，想办
法做实事，积极推出解决措施，实
现了动迁小区地面停车棚充电桩
全覆盖。

改造一新的馨苑小区6个停
车棚内，明黄色充电箱上有一块
显示屏，充电时会有红色数字显
示充电时间，家住馨苑小区小高
层的朱阿姨正在充电，她说：“以
前电瓶车充电总是把电线从楼上
飞下来，拉不上还接起来，每次充
电心里吓势势，生怕发生危险，现
在好了，充电桩改造后充电既方
便又安全。

万祥馨苑小区建于 2004 年，
是万祥镇第一个动迁小区，有

1196户居民，居委干部说，以前几
乎每个楼道都有飞线充电的现
象，飞线充电现象已成为社区管
理上的一大难题。

为从根本上解决居民充电难
的问题，镇房管办多次到小区实
地指导电瓶车集中充电区域改
造，经过居委会、物委会、业委会
三方共商共治，在2018年年初祥
苑居民区梅苑试点的基础上，对
馨苑居民区、祥苑居民区的兰苑、
竹苑、菊苑和兴隆苑内的车棚进
行了改造并都装上了智能充电
桩，改造工程于是年11月底全面
完成，实现了动迁小区地面停车
棚充电桩全覆盖。共涉及36个车
棚，安装500个插座，并下调了充
电收费的标准，由以前一元充四
个小时改为一元充八个小时，使

小区电瓶车充电混乱现象得到了
改善。另外，对馨苑小区9幢小高
层里的 432 根水带和 432 只灭火
器同步进行了更换。

电瓶车智能充电桩的改造是

一场“及时雨”，有效减少了因长
时间充电而潜在的火灾隐患，万
祥镇还增派平安志愿者定点对充
电车棚进行巡查，引导居民到停
车棚错时充电，按需充电。

动迁小区地面停车棚充电桩全覆盖动迁小区地面停车棚充电桩全覆盖

□通讯员 洪金龙

以“学习的城市 卓越的未
来”为主题的“张江镇社区学校全
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学习成果
展示”日前在江丰剧场拉开帷
幕。学习成果展示有“动态展
示”和“静态展示”，“动态展
示”由来自张江镇社区学校16个
班级的 300 多名学员欢聚一堂，
竞相登台献艺，合唱、沪剧、越
剧、舞蹈、器乐、拳操、浦东山
歌等18个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为

居民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
宴。“静态展示”由社区学校编织
班、书画班学员自行制作的展板，
向社区居民展示他们的学习成
果，广受好评。

展示演出的首个节目是合唱
1班的无伴奏合唱，其中《山歌好
唱口难开》是一首经典浦东山
歌。上海市浦东山歌代表性传承
人奚保国会同原上海市音乐家协
会合唱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铁龙
先生，把《山歌好唱口难开》改编
成无伴奏合唱曲。前不久，参加

2018年新区《大地芳菲》创作节目
汇演，荣获优秀新作奖；参加上海
市第六届无伴奏合唱比赛获老年
组银奖。专家评委点赞说，这是
上海地区第一首无伴奏混声合唱
形式的民歌，体现了张江镇在传
承浦东山歌表演形式上的创新精
神。

“浦东山歌”是张江镇的文化
品牌，浦东山歌班是张江镇社区
学校的特色课程，多年来，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浦东山歌的保护与
传承作出了积极贡献，曾被浦东

新区社区学院评为“社区教育亮
点项目”；浦东山歌队也被评为

“上海市优秀学习团队”和“上
海市五星级学习团队”。为浦东
山歌的创新，让浦东山歌紧跟时
代脉搏，浦东山歌班的教员们创
作了多首歌颂党、歌颂新时代的
作品。

为推进张江镇的学习型社会
建设，全力营造全民学习、终身学
习的社会氛围，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社区学校在镇党委镇政府的
关心、支持下，常年开办了30多个
班级，每年的学习人数达到 1200
余名，张江社区居民全民终身学
习的热情空前高涨。张江镇是一
个学习的城市，正展示着她卓越
的未来。

全民学习热情高涨全民学习热情高涨 社区教育成果丰硕社区教育成果丰硕
张江镇全民终身学习成果展示内涵丰美张江镇全民终身学习成果展示内涵丰美

党员联户 党群同心

奉贤区柘林镇华亭村充分发
挥村户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实施

“党员联户”举措，按照就近原则，
困难家庭对应结对一名党员。党
员带头，志愿者参与，一同开展帮
扶，通过党员和志愿者宣传政府
相关政策，常态化上门走访听取
群众心声，及时化解各类民事纠
纷，加强百姓与村委会的沟通，促
进百姓与村委会的和谐发展。

图为近日党员志愿者在东海
1516号悬挂党员联系户公示牌。

通讯员 王菊萍

【基层快报】

周浦老来客迎新春
齐声高唱《我的祖国》

1月6日上午，周浦老来客迎
接迎新系列活动红红火火拉开了
序幕。首场演出有第八组负责，
全场 600多位老年朋友兴高采烈
地聚集在周浦文化中心演出大
厅，迎接艰巨而充满希望的 2019
年。

第一个节目是老来客夕阳红
合唱队的《我的祖国》，当指挥陈
宪珍举起指挥棒指挥合唱时，全
场老年朋友起立，跟着合唱队齐
声高唱，场面热烈，情景感人。演
出中，特别令人感动的是94岁的
赵凤仙与 90 岁的李星官二位寿
星和十多位同仁一起登台为大家
表演了《拍打操并演唱了《咱当兵
的人》，赢得了全场一片喝彩声。
还有老年朋友登台表演了沪剧、
越剧、黄梅戏、舞蹈等节目形式多
样精彩纷呈。演出在老来客民乐
队演奏的《喜洋洋》、《紫竹调》乐
曲中结束。

杨本义理事长指出：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改革开放四十年
取得了伟大成果，中华民族站起
来，人民富起来，国家强起来，我
们要鼓起勇气，继续前行，迎接伟
大祖国70周年华诞的到来。

通讯员 顾振南 唐品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