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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秘密
证，绝无下一次。老师听了她的
话，语重心长地说：
“喜欢这本书，
可以向同学借来看，不能不打招
呼就拿啊！你知错能改，还是好
孩子。”事后，老师把那本书还给
了缺书的那个同学。老师也遵守
诺言，始终没有将这件事告诉过
第三个人，这件事也就成了老师
与那位拿书的女同学之间永远的
秘密。
真的很欣赏老师的这种做
法，在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没
有兴师动众的调查，没有声色俱
厉的批评，更可贵的是自始自终
没有说过一个“偷”字，而是用一
个“永远的秘密”使事情得到了完
美的解决。在这个秘密里，既教
育了孩子的错误，又保护了孩子
的尊严。
还有件事与之有异曲同工之
妙：班级开展图书角活动，同学们
纷纷把自己爱读的书拿来放在图
书角里，让大家分享。两天后，图

三月的阳光
一转眼，不见阳光已有一个
多月。平时见面大家谈论最多的
就是“什么时候不下雨，
何时能看
见太阳”
。于是，盼望着，盼望着，
三月初上，你终于出来了！
你一出来，
普照大地，横扫严
寒！那久违的温暖唤醒了人们寒
冷 的 身 心 ，带 给 大 家 幸 福 和 快
乐。从此不再抱怨你为何失踪，
也不再回忆阴雨绵绵的日子，更
不会追究你不辞而别的责任，只
想好好享受拥有你的时刻。早
上，看到你从窗外偷偷钻进来，心
情像吃了蜂蜜一样甜！恨不得把
你绑架起来，一刻也不许离开。
午后，公园里的人渐渐多了，
有玩耍的小孩、有锻炼的老人、有
认真看书的少年、有热恋中的情
侣还有热衷于摄影的摄影师。
“太
阳出来了”
、
“天气真好”、
“雾霾没
有了”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
悦的心情，尽情地享受这免费的
日光浴。空气如此洁净，阳光这
般煦暖，微风吹过耳畔，
似妈妈的
手轻轻地爱抚着脸庞。
你一出来，
大地回春，万物复
苏！虽然是乍暖还寒的初春，但
从此风已不再刺骨，雨也不再冰
冷。河边的杨柳，沉睡了一冬终
于苏醒了。看，那细细长长的枝
条上泛出一层新绿，
嫩嫩的、黄黄
的，慢慢地变成青绿。脚底下的
小草不知不觉长出了一大截新
芽，脆嫩的、绿绿的，给大地母亲
换上了一件充满朝气的新衣服。

□张剑峰

在你这位暖男的关爱下，各
种各样的“女人花”也睡醒了，争
先恐后纵情怒放，一时间姹紫嫣
红、
百花争艳，
接受你的检阅。粉
嫩粉嫩的桃花探出头来，羞红了
脸；
高昂着头的梨花不紧不慢，
冷
艳高贵；天使般的迎春花笑容灿
烂，惹人喜爱……成群结队的蜜
蜂，
不辞劳苦采蜜、
酿造最甜的蜜
糖，
五颜六色的彩蝶，
成双成对地
翩翩起舞。
你一出来，
鼓舞人心，
催人奋
进！你的到来，宣告了残酷寒冬
的 结 束 ，预 示 了 旭 日 暖 春 的 开
始。在经历了连续的阴雨肆虐和
寒冷侵袭后，终于带来了春天和
希望。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
让我们放下抱怨，
立下铮铮誓言，
付诸努力好好践行，等到灿烂的
秋天，一定能给无怨辛劳的人，
一
个最好的报答。
三月的阳光，
明媚温暖，
照耀
着前进的方向，给我们无穷的力
量。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和挫折，
只要抬头看到你，就会让人想到
春天的美好、生命的顽强。顿时，
精神抖擞，信心百倍，
一切困难都
不是问题。拿出时不我待，只争
朝夕的追梦精神，撸起袖子加油
干，
把一切不可能都能变成可能，
不负这大好的春光。
我喜欢这三月的阳光，愿她
给予你最初的温暖，
最好的心情，
最美的景色和最强的动力！

春（汉 俳）

□莘小龙

小草望天空，
春阳照耀郁葱茏，
枝头在舞动。

春天喜夜雨，
气清雾薄散漫飘，
绿叶掀波涛。

二月暖阳来，
新枝绿叶嫩芽开，
星云齐喝彩。

樱花竞绽放，
满园丽人赛擂台，
月色羞着来。

半月挂天空，
春风阵阵叶婆娑，
薄云懒散动。

太阳往西斜，
春风怒放豆梨花，
黄牛饮草坝。

春雨细绵长，
一叶扁舟湖中漾，
偶闻鸟声响。

朝闻鹧鸪叫，
沏茶品茗苦乐中，
眼望一天空。

书角里少了两本书，不知道是谁
拿走了。这时候，如果在班级中
大张旗鼓地实施找书行动，那么
就会给拿书的孩子带来一定的心
理压力。老师想了个对策，故作
神秘地说：
“ 孩子们，今天老师发
现书架上少了两本书，但就在刚
才我接到家长的电话，说家里多
了两本写着其他孩子名字的书，
为了培养孩子诚实的品质，让老
师在班里不点名的通知一下，希
望他能够主动将书归还给班级。
老师的想法与这位家长也一样，
只要自己将书还给班级就是诚实
的好孩子。”第二天一早，老师看
到一同学在图书角旁不停地来回
走动，趁四下无人时，他迅速地从
书包里掏出两本书塞到书架上。
老师在窗外佯装没有看见，似乎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也没有去
追究他的责任。而是将这件事作
为一个秘密让其平淡地过去。因
为老师相信，那个孩子在悄悄还

墓地里的山
一大早，母亲对我说：看见了
哇？今天是个好天。母亲这样说，
是为先去的丈夫骄傲，
就是下葬，
也
要给家人挑个清爽的日子。
三十五天前，父亲再也握不住
生存的权利，
在八十岁的人生路口，
与我们阴阳两隔。如今要入土，生
者很希望逝者落葬的天气好一点，
这样可以抚慰死者，
安慰自己，
所以
把墓地说成山，
将下葬说成
“登山”
，
是有千般道理的。
可墓地确实没有山。
没有，
是无关紧要的。
“登山”
开
始，规矩繁杂琐碎，但也有序，一样
一样地做，
一个流程接着一个流程，
道道都是哭泣，
道道都是眼泪，
但我
们依旧护送父亲上了路。如今的父
亲已经成为粉末，集中在红木匣子
里，现在由我老公紧紧抱着。我跟
在老公身后，
散乱地跨步向前，
记着
的是 2018 年的最后一天中午十二
点二十分，
父亲的心脏彻底停工了，
我不愿相信，十点多父亲还在和我
对话，两个小时后，父亲说走就走
了，身体没有预告，父亲没有遗言，

生命的脆弱确实是在刹那间。
“老天爷还是识货的，
大哥初丧
时下雨，出殡那天突然雨停出了太
阳，今天也是，前几天一直下雨，今
天大哥要登山了，太阳就出来了。”
这是大姑姑的声音，
豪爽如男人，
说
着说着止住了眼泪：哥哥，福气蛮
好。
其实，
不光初丧和今天，
除了头
七，父亲的其他几个七都是有太阳
的，
哪怕前天夜里还在下雨，
到了当
天肯定天好，
我知道这是巧合，
但巧
合到与父亲平素从不连累人的希
望、
做法是一致的，
我觉得天地岂止
有眼，
还有心。
父亲的墓地是静谧的，但也不
缺热闹。我早年逝世的爷爷奶奶以
及祖宗们，他们墓穴与父亲是在同
一排，
这有点像当年的老家，
老家的
宅屋也是一排溜，
爷爷奶奶家、
叔叔
家、我们家都是并排坐落的。与父
亲为邻的还有去年去世的堂叔，前
几个月去世的父亲老早的同事，还
有父亲的亲家、妹妹的公婆。现在
都成了父亲的邻居，这给了我们极

微 笑
与愤怒悲哀一样，笑容也是人
类特有的面部表情。人类的笑又有
许多种：微笑、大笑、苦笑、奸笑、冷
笑、
假笑等。在所有的笑容里，
我最
青睐的就是微笑。
还记得那天下班回家，在小区
门口遇到两位骑三轮车的
“破烂王”
（姑且如此称之）。他们敞着古铜色
的胸怀，正在讨论着一个彼此感兴
趣的话题，同样是古铜色的脸上洋
溢着那种让人羡慕的微笑。匆匆一
瞥，
我就能断定，
那微笑是发自肺腑
的。因为唯有发自内心的微笑才是
人世间最美丽的笑容。两位“破烂
王”
的长相实在是再普通不过了，
然
而我却牢牢记住了那两张虽然爬满
皱纹却显得特别天真无邪的脸，所
以这看起来极为寻常的微笑，让我
有点心动。
收破烂的，
论身份、
地位以及收
入，他们无疑是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的一个群体。他们没有固定的收
人，
吃的是粗茶淡饭，
或许还居无定

□张秀英

□景青

所，
更遑论
“三金”
“
、四金”
、
甚至
“五
金”之说。然而他们却能坦然地面
对清贫、
艰辛的生活，
依靠诚实勤勉
的劳动，
在破烂堆里讨自己的生活，
丝毫没有怨天尤人的表情，愤世嫉
俗的言语，也从不抱怨命运对自己
有多不公。他们每天迎着初升的太
阳，骑上那辆被岁月风雨剥蚀得已
经很陈旧的三轮车，
穿街过巷，
亮着
大嗓门，吆喝生意。至于今天能赚
多少则全然没有打算过，也打算不
了。他们似乎只钟情于过程而不问
结果，开开心心地过着属于自己的
生活。你房价涨破天与他们无涉，
你股票跌到底于他们何干？你的车
辆再豪华他们正眼儿不瞧，你的住
宅再有气派他们也不感兴趣。你是
林妹妹，俺是焦大，你有你的追求，
俺有俺的活法，咱们是桥归桥路归
路，毫不相干。 即使今天“颗粒无
收”，只要身上有御寒的衣，腹中有
充饥的食，
晚上有三两黄汤润喉，
他
们也依然洋溢着这一脸的微笑，也

屈的泪水。事后了解到，母亲节
快到了，他想给妈妈送一张贺卡，
为了做得漂亮点，想照着学习园
地里小卡通的模样做一个，装饰
一下贺卡，等好了再放回到园地
去。一件初衷很好的事，因为一
个 不 当 的 行 为 ，被 老 师 批 评 了 。
孩子的心灵受到了伤害。老师也
很后悔，马上和这位学生作了真
心的沟通和弥补。我想：如果老
师带着冷静和宽容，听一听孩子
做错事的理由，去了解他的真实
动机，那么，事情的发展就不会是
这样了。
儿童是未成熟的人，在他的
成长中需要成人的帮助，但我们
不能简单地用成人的思维去臆测
孩子的心灵，更不能用成人的标
准去衡量孩子的行为。即使是儿
童犯错了，我们也要智慧的引导，
而不是恶意打击、挖苦讽刺和粗
暴的批评。如果我们在教育儿童
上，稍有一点简单化，或者稍有一
点成人化，就有可能造成对儿童
的很大的伤害。如果我们用智慧
和爱心去唤醒孩子那颗善良的
心，那么孩子才会健康快乐的成
长。

大的安慰：
父亲不寂寞，
一定会和以
前一样，许多人碰头见面了就会喊
一声“张师傅”的，父亲在“嗯”后也
会问，
你们家里需要我修修吗？
母亲还在哭泣，
我没有流泪，
我
的眼泪在父亲刚去世的几天里流枯
了。我知道，
现在父亲不需要眼泪，
他希望我们做的，是好好活着。因
为活着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
比如，
父亲的妻子，
我的母亲，
她还需要我
照顾。我一下子感觉，这眼前的墓
地上，
还真的有一座山。
父亲的骨灰盒安放进了墓穴，
两个女婿在轮流填泥，锡箔火让墓
边的松柏披上了金光。姑姑和舅妈
安抚着母亲，舅妈说姐夫往后的日
子不会差的，
其他不说，
就这几天不
见的太阳，
是为了姐夫出来的，
姐夫
生前做过很多义务工，
老天看见的，
老天也给了面子的。
舅妈是了解父亲的，
父亲身体硬
朗时，
乡里乡亲中，
有许许多多的家
庭差过父亲，喊父亲帮他们装水龙
头，
接电灯线，
修修自行车，
做做小农
具，
父亲也很乐意，
从不计报酬。
母亲终于收了眼泪，领头给父
亲鞠躬，母亲说：老头子啊，今天是
个好天，
你登山顺的。我知道，
家乡
人所说的登山，
是不一定有山的，
没
有山，
也是可以登山的。

一样活得滋润洒脱。
这让我记起一次学生聚会的
一些情景来。私下里聊天时发现我
的学生之中，有些人过得并不开
心。尽管他们拥有蓬勃的生命力，
不菲的月收入，
还能
“啃老”
，
但他们
对生活抱怨的多，
感恩的少，
他们抱
怨竞争之激烈，
抨击世态之炎凉，
哀
叹命运之不公，这些情绪纠结在一
起，日积月累，就很难再笑得起来。
末了他们向我讨教拯救的良方，我
就给他们讲了那两位拾荒者的微
笑，
要他们不妨一试：
每天都微笑着
面对生活，
感恩生活，
并且尽可能多
感受生活中的阳光面，
排除阴暗面；
既不要丧失了上进心，又善于知足
常乐，并且一定要坚持这样做下
去。后来这两位学生先后发来短信
说，
按照老师说的去做，
果然心情比
以前好了许多，脸上的笑容比从前
也多了几许。
有人说：微笑是心底里流淌出
来的蜜汁，
这话说得太好了。是啊，
纵然生活是严酷的，但这从心底里
流淌出来的蜜汁，足以稀释生活中
的许多无奈，进而会凝聚成起一股
积极向上的力量。如若不信，请君
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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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头条】

“爱在康桥”优秀志愿服务项目评选启动

为传递温暖的志愿服务者们献上你的
“小星星”
【社区·随笔】

□记者 王平
为进一步推动浦东康桥镇志愿服务工
作，积极营造“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的
志愿服务氛围，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康桥镇文明办、社区
志愿服务中心近年来持续开展了主题为
“爱在康桥·志愿服务暖人心”志愿服务项
目征集评选活动。日前，今年的评选工作
已正式启动。
2019 年，经康桥镇辖区内各单位申报，
镇文明办初步筛选，共选出了 24 个入围项
目（团队），将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乐活康
桥”线上投票结合专家评审会线下评分的
综合考量模式，其中特别设置规定了每个
微信账号只能投一次，每次最多选择 10 个
项目，保证了评选活动的公平公正。最终
选出 10 个项目（团队）作为 2018 年度康桥

镇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团队）。
据记者了解，此次入围的志愿服务项
目和团队参与者年龄跨度大、覆盖面广、代
表性强，展现了康桥镇近年来参与社区志
愿服务人数不断增长与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的精神面貌。
其中既有由辖区内多所幼儿园青年教
师为骨干组成的公益团队，他们积极组织
并参加学校及社会上开展无偿献血、慰问
老人、气象宣传、保护环境等各类志愿公益
活动，通过每周一次的“交通管理”
“社区敬
老”
“ 爱心义卖”
“ 医疗门诊”等志愿服务工
作，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
神，健全社区志愿者服务工作体系和运行
机制，推进社区志愿者服务事业蓬勃发展；
也有为老年人健康服务的“老伙伴健康生
活馆”、
“无龄时代广场舞联合团队”、
“巧手
妈妈编织队”等；还有弘扬民族文化自信的

“优秀传统文化进社区”、
“ 党员宣讲团”等
志愿服务项目。这些热心的公益人士在社
区中穿街走巷，围绕文明社区建设提供有
特色、多样化的服务内容，让居民认识到文
明城区创建与广大市民的工作、生活息息
相关，使创城惠民生、创城促振兴的意识进
一步深入人心。
正如活动主办方所提出的“你点赞的
每个小星星，都是在传递温暖与爱。”
“爱在
康桥”公益评选期待每个人的参与，大家共
同携手把社区打造成充满爱心的幸福乐
园。

走社区
写民生

文化创意融入乡村生活

春天的一个下午，三年级一
班发生了一件事：一名学生把新
买的一套儿童故事书带到了学
校，并和同学们一起分享。可没
想到，午饭后，这套书中一本书不
翼而飞了。那位同学特喜欢这套
书，便急得哭了起来。老师得知
这件事后，先安慰那个缺书的孩
子，说：
“ 别急，老师帮你找找。”
然后在下午的班会课上，向全体
学生说：
“ 今天，有位同学在班级
里缺掉了一本故事书，如果哪个
同学因为喜欢而拿了人家书的，
稍后悄悄地到我这儿来，把书给
我，老师将不予追究，并且这将是
我与你之间永远的秘密，没有第
三个人知道。我向大家承诺，决
不食言。”放学后，老师一个人在
办公室，一个女生来向老师说，书
是她拿的，因为太喜欢那本书，想
拿回家看看。这是她第一次拿人
家的东西，她害怕极了。那个孩
子眼中噙着泪水，跟老师作了保

□金哲民

书的行为中，已经懂得了“要做一
个诚实的孩子”的道理。教育有
时候就是无声的，而此时无声却
胜有声。
儿童的好奇心十分强烈，对
世界充满了欲望，生活中儿童拿
别人东西的事时有发生，但他的
动机决不是想做一个小偷。这跟
成人的偷窃行为有着本质的区
别，偷和拿毕竟不是一回事。当
然保护孩子，绝不是纵容孩子犯
错误，孩子犯错是很正常的，但我
们可以少一点呵斥，少一点讽刺，
少一点批评，而是艺术地告诉孩
子：
“ 这样做是不对的”不是更好
吗？毕竟保护儿童，支持其健康
成长，是教育的应有意义啊！
有个老师给我讲过这样一件
事，给我印象很深：一个孩子把班
级学习园地中的小卡通偷偷拿走
了。结果被同学发现扭送到老师
那里。老师一看是班里很内向的
一 个 小 男 生 ，马 上 严 厉 地 质 问 ：
“你为什么要偷东西？”然后到班
级里当着全体学生的面，狠狠的
批评了这个小男生。因为有了个
“小偷”的罪名，他在同学面前一
点也抬不起头，眼睛里充满了委

长久以来高品质的文化生
活与创意似乎是城里人的“专
利”。提到乡村文化，也多与农
耕、质朴相联系，如今随着越来
越多的目光投向乡村，前沿的
文化创意团队在此找到了之前
在城市中缺乏的独特价值。他
们将文化创意导入村落，在发
掘与开发乡村的历史传统、建
筑形制、传统产业文化等资源
的同时，打造出具有乡村特色
的文创产品，为乡村文明和价
值重建提供了有效的路径。
在不断城镇化的进程中，
乡土文化的衰落是客观存在的
现实，但乡土文化蕴藏巨大魅
力却未必凋零，反而在某种程
度上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而越
发稀缺，在其基础上乡村文创
产品必须不仅要结合地域特色
更重要的是要符合现代审美，
而不是一味地“贩卖”乡愁才更
能有生命力和竞争力。
如何保护和传承好我们历
经千年洗礼的乡土文化是个时
代命题，通过高品质的文化创
意产品借助互联网思维及现代
信息技术手段进行传播模式上
的创新，吸引到更多人的关注
与认同才是题中应有之义。
通过发展乡村文创产业，
开发地方性、传统性、创意性、
手工性的文化资源，构建乡村
旅游休闲产业发展的新模式，
是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小王
基础。这样才能让更多生活在
城市的居民认同乡村价值，让村民更加珍
惜乡土文化。
现代文化创意形式与乡村特色文化的
融合方式也需要不断创新，在建筑设计、工
艺流程及生活嵌入等方面都需要新的思维
作支撑，把文化与产业相结合，实现乡村的
全面振兴。

浦东花木街道牡丹社区积极回应百姓关切

探索“ 车位管理听证
车位管理听证”
”破解小区车辆管理难题
□通讯员 周晓华 记者 王平
位于浦东花木牡丹社区的花木苑小区
路面停车位数量不足，外来车辆屡禁不
绝，居民上演“抢车位”大战……由于开
发商建设之初对车位数量规划不足，加之
车辆停放管理不到位，停车难已成为花木
苑小区面临的老大难问题。
为回应群众诉求，破解这一难题，牡
丹社区第一居民区党总支做了大量的调查
和咨询工作，并于 2019 年 3 月对小区部分
绿化地扩建成停车位。但随之而来的停车
位管理变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为此，在
4 月 3 日下午，花木街道牡丹第一居民区党
总支组织总支委员、居委委员、党小组
长、居民骨干、小区物业公司经理等在居
委办公室召开了车位管理听证会，听取大

家关于部分绿化地扩建成停车位之后如何
进行停车管理的意见。
会议开始，负责小区物业管理的鑫荣
物业公司负责人介绍了此次绿化地扩建成
停车位的相关情况。他说，原先小区高层
停车位有 80 个，多层有 130 个，经过绿化
地 扩 建 ， 小 区 停 车 位 总 数 又 增 加 了 180
个。现在问题来了，停车位固定还是选择
先到先得的策略。
总支委员罗老师表示小区停车位的基
本原则应该先尽量满足业主需求，但是也
要考虑到租户的利益，因为房东也是小区
的业主。所以如果业主将其房屋出租，租
客如果需要办理机动车辆通行证的，经业
主本人同意后陪同至物业办理，办理时房
东需要携带房产证，租客除了身份证、驾
驶证、行驶证外，还需提供一张租赁合

同，而且每户租户只能办理一张通行证，
期限一年，如中途退租或续租需业主至物
业说明，租赁人取得车辆通行证后，原业
主的车辆进入小区按临时访客车辆收费。
居委委员小陆认为，如果小区业主在
小区内仅一套住宅，已经办理了一张地面
无固定停车位的小区车辆通行证，又购买
第二辆车，确实符合发放范围的，需办理
第二张无固定停车位通行证的，其第二辆
车的通行证收费标准应增加，半年起收。
第二辆车的停车费几乎比第一辆车要翻个
倍，这也会让一些业主在购买第二辆车时
会进行考虑，从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平。
居民代表赵师傅表示，实行“新政”
后，除了办证车辆外，进入小区的车辆一
律列为“临时访客车辆”，实行计时收费。
在进入小区大门时，保安就会发放临时

卡，开始计时。
听证会紧张而又激烈，大家讨论热
烈，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会议结束，牡
丹第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宋燕仁表示，居
委一定会和物业认真考虑大家提出的每一
个想法和意见，制定出更加人性化和规范
化、公平化的车位管理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