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康晓芳

何赛飞老师讲戏曲传统文化
和年味

“传统年味就是喜庆，”何老师
说，以前过年每家每户都早早准备
年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年货也
不用购买太多，因为市场供应充
足，购买方便，这主要得益于我们
国家不断繁荣富强，老百姓生活条
件越来越好。

“过年可以唱戏来表达喜庆气
氛，”何老师的越剧唱功深受大众
认可，一开嗓就引来阵阵掌声。她
于1982年，考入浙江岱山越剧团，

1983 年调入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1984年因出演越剧《五女拜寿》而
获得关注，1985年加入中国戏剧家
协会，后饰演电影《红楼梦》、《敌后
武工队》等电影和电视剧，获得许
多奖项。何老师对高桥社区主办
的年味系列讲堂非常感兴趣，她与
居民交流互动中，让居民感到了艺
术家的草根情怀。

高桥镇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在
传统戏曲上也有不少草根名家和
爱好者。何老师在台上唱，居民们
在台下唱，有的居民干脆与何老师
切磋起演唱技艺。“声音也是一门
学问，”在何老师手把手的示范下，

几位居民边唱边接受指导，如，学
会了运气发声，唱音明显改善。她
们收获了“名家指导”这份厚礼，别
提有多开心了。

书法也是何老师的强项，她说
中国的年味之一就是贴春联，每年
过年写写春联可以增添节日喜庆
气氛。她挥毫写出数张福字赠与
居民朋友，现场气氛欢乐祥和。

Mr book书集是高桥文化的亮
点之一

高桥古镇文化向来是高桥镇
的名片，老街上不仅有名宅故居，
还有绒绣馆、钱慧安纪念馆等，文

化气息浓厚。Mr book书集离老街
不远，去年12月18日开业以来成
为高桥文化客厅。借助这样的平
台，“书集”成为高桥镇文化输出阵
地，在打造古镇传统文化的同时，
串联各类新颖的文化沙龙活动，吸
引更多的百姓参与其中，也是古
镇、新城联动，形成文化之旅线路
的一个亮点。

据了解，新一年，高桥镇在文
化建设方面，继续以古镇再造、高
桥复兴为目标，开展各项文化活
动。如，围绕家门口服务体系提质
增能，完成浦东新区下达的有关
任务，同时做好自己古镇品牌；
以 2019 体育年及“高桥大家看”
文化实事项目为契机，围绕“古
镇新城漫步道”贯穿做好系列活
动，如健康骑行、趣味定向、文
化植入与输出等活动，利用好社
区的各类场所与内涵资源，如与公
园一起开展环保公益活动等；做好
老街新增三个展馆的落地推进工
作；“清溪集雅”品牌活动进区域企
事业单位工作，整理出百岁老人

“高桥故事”等等。
“书集的书香和年味系列活动

非常精彩！”高桥镇有关领导和书
集店方介绍说，何赛飞老师见面会
是高桥大家看年味系列活动的收
官之场，也为接下来一年的文化活
动开了个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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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春节前夕，浦东新区高桥镇的书集里年味十足。居民们得知今天有国家一级演员何赛飞老师前来书集，都早早地来

到三楼楼梯口，秩序井然地鱼贯而入。此时，一楼两楼的书集里，漂亮的一排排书架下，可以看到还在翻阅图书的爱好者，书味浓

厚，而年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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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赛飞老师走进“高桥文化大家看”年味系列讲堂

高桥书集里的书香和戏曲向居民捧出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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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的头桩大事，
就是为民宿客人亲手烹制一桌海鲜年夜饭

【短讯】

张江卉绿蔬菜园艺场获
首批浦东放心基地称号

日前，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镇
的卉绿蔬菜园艺场，凭借多年对农产
品质量的严格把关，包括产前、产中、
产后，对农药、化肥等源头生产环节
上，严格按照浦东新区农业部门对农
产品质量安全要求，生产“吃得放心、
百姓满意”的优质蔬菜和其他农产
品，日前该品牌在浦东新区首创的农
农产品安全信用体系考核中获得A级
证书，也成为浦东新区首批农产品放
心基地，可谓喜事连连。

据了解，张江卉绿蔬菜园艺场成
立于2008年元月，农场拥有现代化蔬
菜种植示范基地200余亩，种植品种
有黄瓜、番茄、青菜等，实施机械化播
种、耕地、浇灌。农场现有员工60人，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0余人。另外，园
艺场生产流程均入可追溯系统，便于
百姓了解生产环节、产品质量。另据
了解，农安信用体系考核和放心基地
挂牌，是浦东新区农委实施的三年行
动计划：在三年内打造农安信用体系
建设全覆盖，及200家放心农产品基
地挂牌，全面提升浦东农业现代化水
平，让农民种得开心、市民吃得放
心。 记者 康晓芳

浦东新区农委工会
慰问劳模暖人心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浦东新区农
委工会开展走访慰问劳模活动，向劳
模转达新区农委对劳模的关心和爱
护。

每到一处，工会人员询问劳模的
工作生活情况，并向他们致以节日的
问候和敬意。据了解，浦东农委工会
对春节慰问劳模活动高度重视，节前
集中开展走访活动，对劳动模范逐一
进行慰问。每到一处，工会人员还倾
听劳模的意见和建议，并激励劳模们
更好发挥作用。劳模们纷纷表示，这
样的慰问很暖心，在新的一年，将进
一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脚踏实地，
勤奋努力，继续为推进浦东“三农”发
展作出应有贡献。 慧慧

□通讯员 陆明根

老同志们早早进入会场
迎新活动开始前，小组里那些

老党员已经早早进入会场，他们开
始观看影碟片《闪闪的红星》，这是
一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故事片，由
于在座老同志年轻时几乎都看过，
对片子里的故事情节有着深刻印
象，特别当影片中传出“红星闪闪
放光彩，红星闪闪暖胸怀”那动听
的歌声时，有的老同志竟情不自禁
跟着唱了起来。

上午8时，联欢会正式开始，虽
说“红枫叶”读报小组自成立以来，
迎春联欢活动年年有，但今年真的
不一样，因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
十周年，又是改革开放经历了四十
年，所以“红枫叶”小组在安排联欢
会节目单时，先安排村里几位老党
员、老干部作“话说改革开放四十

年”为主题的演讲节目，由于考虑
到整个活动的时间安排，对每位演
讲者作了时间限制，但意外的是这
些老同志们讲到改革开放，真是越
讲越有劲，真几乎有点收不住嘴。

建光村第四党小组长郭明炯，
为了讲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
展与变化，收集了一串串的数字，
一项项的数据，他用事实讲述了改
革开放以来伟大祖国经济社会发
生的惊人变化。老党员、老干部
陆根元则以亲身经历和身边变化
讲出他内心的感受，盛情点赞改
革开放给人民群众带来幸福。老
党员郭梅根，退休前是国有企业处
级干部，他不仅谈感受，讲变化，更
是讲到，这所有一切靠的是党的领
导，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理，对老同志们的演讲，大家听得
认认真真，一次又一次报以热烈掌
声。

演讲节目结束后，居民文艺自
演开始，首先出场的是“腰鼓舞”，
这5位大妈表演的腰鼓舞，都是小
组成员，年龄都在70岁左右，但是
今天他们身穿漂亮的表演服装，显
得年轻许多，这些“村民大妈”们更
是为了节目精彩一点，已经排练过
很多时日。

腰鼓舞表演结束后，她们又列
队表演了小合唱，“歌唱敬爱的周
总理”和“新年好”。5位大妈腰鼓
舞表演结束后，接下来是老党员顾
行星的“快板说唱”，老顾的快板在
小组里每次活动都有份，但这次老
顾唱的歌词，不仅都是他自编自
演，而且内容都是歌唱改革开放，
长长的快板书里声声句句充满了
对党、对社会主义对改革开放的热
爱。

青少年闻讯来表演
迎春会期间，令大家高兴的是

建光村四组滕浩宇、滕浩文二位双
胞胎孩子趁寒假之际，闻讯“红枫
叶”小组举办联欢活动之后，他们
在外公外婆陪同下再次来到活动
现场，去年他们俩为“红枫叶”爷爷
奶奶们表演过，这次他们又表演了
乐器萨克斯吹奏。双胞胎这次吹
奏的是充满青藏高原风味的歌曲
《天路》等多个曲目，时隔一年大家
觉得孩子们吹出的声音更加优美
动听。

还令大家开心的是村里今年
才7岁的小朋友郭彦骎再次来到活
动现场，抱起几乎与她一般身高的

琵琶弹了起来，孩子十分乖巧，又
是向在座爷爷奶奶们行礼，又是自
报曲目，真使在座爷爷奶奶们看得
眉开眼笑，都说才7岁的小孩子能
弹出这样的曲子真不容易。

这次联欢活动前，“红枫叶”小
组在准备节目单时，小组成员踊跃
报名参加，节目单上满满都是名
字，但由于这次活动内容多，最后
实在无法满足小组报名者的全部
参演，所以活动主持人答应下期活
动抽出时间让没参加演出的小组
人员补演。

活动期间，村党总支部张建书
记、村民委员会蔡瑜华主任一同来
到活动现场，二位村领导分别发表
热情洋溢的讲话。村领导首先向
大家拜了早年，祝老同志们身体健
康，同时，村领导还对一年来“红枫
叶”读报小组开展学习活动给予充
分肯定，并就“红枫叶”小组在2018
年9月被收录进浦东新区创新社会
治理案例集及2018年11月入围进
入上海市老年五星级学习团队行
列接受公众网上投票评选等事例
给予表扬和祝贺，村领导希望小组
继续努力，为宣传村民、服务村民
发挥更多作用，取得更大的成绩。
村领导讲话得到全场热烈掌声。
最后，全体起立一起唱起《歌唱祖
国》。全场近60人齐声高歌“歌唱
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
强……”歌声显得特别亲切嘹亮。
会场充满了喜迎春节的欢快和喜
庆气氛。

在2019年春节前的腊月里，虽值数九寒冬，室外北风呼啸，寒意袭人，但合庆镇建光村党建服务站活动室里却暖意浓浓，掌

声、歌声、笑声不时传出——建光村“红枫叶”村民读报小组正在举行2019年迎春联欢会。

合庆镇建光村民有所乐

“红枫叶”迎春联欢会激情歌唱改革开放四十年

炊烟是农家人灶台

上开出的一朵花，有花

开，生活才有暖饱，才有

希望。为客人准备一桌

有特色的年夜饭，民宿与

海鲜在这里恰到好处地

融合在一起。

□记者 欧阳蕾昵

年是倒贴的福字，
是吐着热气的呼吸，
是空气里飘散着的家乡味

道。

横沙，上海最早看到日出的
岛屿。朝看东海日出，茫茫一片
璀璨金红；暮观长江落日，辽阔江
面满目金辉。春节前夕，横沙岛
迎来了一年一次的返乡大客流，
伴随小岛原住民一同坐船归来
的，还有来自中心城区的市民。
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他们选择
从城市来到田园，与家人、朋友团
聚在这方洁净的土地上，只为寻
一处温暖的休憩之地，共同分享
彼此的故事。

这个春节，民宿主龚夏燕再
次放弃了带家人去国外度假的计
划。事实上，自从两年前做了民
宿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自己的年
休假。横沙岛是她的家，也是她
亲手孕育的“九七民宿”的落成
地。这幢既古老又年轻的小屋在
过去一年里，名气越来越大，客人
们口口相传，都想来这里体验一

个个有故事的房
间。“九七民宿”
是古老的，原身
落成于香港回归
那年，夏燕的父
亲为了纪念它，
用泥瓦片在还未
固干的墙面上写
下“一九九七”四
字。说它年轻，
是 因 为 二 十 年
后，房屋的小主

人长大成人，巧手匠心将自家老
宅改造成焕然一新的民宿：水泥
墙和竹子、老榆木的组合，打造了
一个光影相随的雅致空间，弥漫
着独一无二的文艺气息。

大年三十到初四，“九七民
宿”6间房早就被预订一空。距离

“九七民宿”500米处的另一栋二
期榻榻米房间，初二、初三也已被
客人包下。与平时的周末生意不
同，过年预订的客人会有一些特
别需求，年夜饭就是其中之一。

炊烟是农家人灶台上开出的
一朵花，有花开，生活才有暖饱，
才有希望。“九七民宿”有一个开
放式餐厅，今年大年夜，夏燕和父
亲在此一展身手。前院里，70平
米的菜地里栽种的都是自然生长
的时令蔬果，即采即吃，要的就是
这份新鲜；餐厅尽头，立着一扇大
大的落地门窗，推开后风送花香，
这片空地正好可以用来烧烤。前
台边上，即是一方茶室，竹节作
椅，玻璃作皿，舀一匙梅占、拈一
朵白牡丹入水，清香甘甜，饭后闻
闻茶叶清香，顿觉心旷神怡。

为客人准备的年夜饭备货清
单里，除了传统的农家菜外，还有
海鲜的加盟。其实，做
民宿前，夏燕的主业就
是生鲜电商，现在她一
手抓民宿，另一头，海
鲜生意也做得风生水
起，今年，夏燕被正式
任命为极鲜网的分公
司总经理。“两手抓”事
业的她渐渐发现，原
来，海鲜与民宿的客源
有许多共通点：有一定
的经济基础，喜爱美
食，向往远离钢筋水泥
的乡村生活。民宿与
海鲜，完全可以融合在

一起。在小岛农家，既能吃到传
统的羊肉、黄鳝、芋艿、崇明糕和
新鲜蔬菜，还有一手渠道拿到的
进口海鲜，岂不乐哉？这几日，是
海鲜订购的旺季，不断有客人在
微信上下单，订购年货。平日里，
夏燕常驻宝山，民宿现场由合伙
人徐燕燕负责接待、预定等日常
事务管理，另一个合伙人阿姨的
职责是卫生清洁工作，三人形成
稳定的“三角合作关系”。年三十
晚上，根据民宿客人不低于300元
人均的需求，夏燕将三文鱼、鲍
鱼、帝王蟹等都放入备选食材，让
客人吃得丰盛些。

人情味是民宿的核心。隐于
山水，亦如还乡。不论初识或旧
交，夏燕都愿意伸出一双亲切友
善的手，把来客从忙碌的生活抽
离，织进美好的乡野岁月里，这样
的生活，很“土”却充满诗意。

“民宿和星级酒店不一样，民
宿就是要跟客人‘玩起来’，服务
也要多元化。”“九七民宿”共两层
小楼、六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命
名它的一本书：“等一朵花开”、

“自在独行”、“慢煮生活”……细
细念起来，就连齿舌间都流动着

书卷的清雅气。房里，一台小巧
可爱的CD机，摆满来伊份干果和
红茶包的茶食盘，还有特备的巴
黎汽泡水，亦是夏燕特意为客人
准备的暖心小物。除了一房一故
事，这里还有一房一景：有的屋子
开有天窗，夜可仰望满天星斗；有
的房屋亲近自然，落地窗外就是
一望无际的田园风光。考虑到亲
子客人的需求，夏燕贴心准备了
宝宝用的椅子、餐盘、拖鞋、牙
刷。让客人称道的，还有她专门
购置的泰国乳胶枕垫和舒适柔软
的鸭绒被……于细微处见用心，
夏燕“从乡村出发，从世界回来”，

在全球各地民宿考察过程中，她
把眼光放得更长远，把服务看得
更重要，将先进的理念和思路带
回来，因为她知道，这里是她的
家，亦是客人暂时停留的温暖港
湾。

小年夜前一天，夏燕带着海
鲜坐上了回岛的摆渡船，除了满
足民宿客人年夜饭的需求，她还
带去了舟山带鱼、南非犬牙鱼，打
算拿到新民镇海鲜集市上去卖。
夏燕希望，未来，整个“九七民宿”
系列不仅仅是住宿，还可以根据
不同季节，让都市人体验到横沙
岛更多的味道。

传统文化在浦东街镇系列之（43）

■■海鲜大餐海鲜大餐

■■民宿一景民宿一景

■■夏燕在海鲜集市卖海鲜夏燕在海鲜集市卖海鲜■■九七民宿外景九七民宿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