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禁毒 DONG FANG CHENG XIANG BAO
2019/4/12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顾斯佳

民生 7

DONG FANG CHENG XIANG BAO
2019/4/12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孙仲哲

北蔡个性化主题党日“活”起来
主 办 ：东 方 城 乡 报 社

协 办 ：上 海 市 禁 毒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通讯员 马小梅

第 247 期

【基层快报】

奉贤区督导组深入奉浦街道指导禁毒工作

落实重点整治大会战及扫黑除恶相关工作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奉贤区禁毒
重点整治大会战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4
月 3 日下午，奉贤区纪委常委朱建军带队来到
奉浦街道检查指导相关工作。
会上，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胡斌对奉浦街
道禁毒重点整治大会战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工作情况做简要汇报。
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瞿军表
示，街道下阶段禁毒与扫黑除恶工作一要紧
紧围绕上级要求，切实增强禁毒工作责任感；
二要加强领导，明确目标狠抓落实；三要把握

关键，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关注重点区
域、重点领域和重点人群；四要整合部门资源
和各方力量，全面铺开禁毒与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
区纪委常委朱建军对街道下阶段禁毒及
扫黑除恶工作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大宣传
力度，充分挖掘辖区资源，利用新媒体、电梯
广告等载体营造浓厚宣传氛围；二是加大指
导力度，及时与村居、企业等基层单位沟通联
系，指导工作；三是做好整体管控，将禁毒与
扫黑除恶工作与大调研、公众安全感满意度

等重点工作相结合，
同步推进。
会上，督导组查看了奉浦街道 2019 年度
禁毒重点整治大会战及 2018 年至今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台账并对不足之处予以指导。
督导组分为两组，分别前往弯弯居委、奉
贤工商职业学校、酷歌 KTV 和皇冠食品有限
公司进行实地查看，通过查看台账、座谈交
流、单独访谈、问卷调查、听取汇报等方式了
解各单位关于禁毒与扫黑除恶两项工作情况
并予以指导。
通讯员 杰

【图文报道】

青浦徐泾镇禁毒宣传进社区
为进一步加大禁毒宣传力度，增加辖区群众对
毒品的认知度，4 月 4 日，徐泾镇禁毒办会同镇综治
办、
司法所等部门，
组织禁毒志愿者至陆家角馨园开
展以“远离毒品，亲近美好人生”为主题的禁毒宣传
教育活动。
活动中，禁毒工作人员及禁毒宣传志愿者向过
往群众发放禁毒宣传册、
宣传品，
特别针对辖区内老
年人较多的情况，采用了更为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
了讲解，
工作人员向老人耐心的讲解了毒品对家庭、
社会的危害，
如何预防毒品的侵害等相关内容，并悉
心解答出老人提出的禁毒问题。志愿者们号召老人
们要多多发挥自己的余热，积极参与到禁毒宣传活
动中来，
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此次活动共发放禁毒宣传资料及禁毒宣传品
1000 多份，悬挂横幅 2 条，摆放展板 16 块。切实提
高了居民群众对毒品的抵制能力，有效促进了辖区
老年人参与禁毒的意识，充分调动了他们参与禁毒
的热情，
扩大了禁毒宣传教育的覆盖面，
为全员参与
禁毒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通讯员 马召明

奉贤区西渡街道
开展禁种铲毒踏查

4 月 9 日，奉贤区西渡街道禁毒
办分别联合水闸居委、关港村委组
织开展禁种铲毒踏查行动。经巡
查，未发现上述区域内有非法种植
毒品原植物现象。下一步，西渡街
道将继续深入开展禁种铲毒相关工
作，
不断加强踏查和宣传力度，切实
做到及时发现、及时铲除，大力提升
辖区内居（村）民警惕性，为确保实
现毒品原植物“零种植、零产量”的
工作目标不断努力。 通讯员 程杰

禁毒科普馆
搭建志愿者交流平台
日前，上海市禁毒科普教育馆
受上海昆虫博物馆邀请，对新加入
志愿服务的高中生进行了专场培
训，从志愿者服务管理、工作职责、
形体规范、讲解技巧为着重点，向高
中生志愿者们传授志愿服务要点，
使他们了解身为志愿者所必须担负
的责任以及如何更深入的开展宣传
志愿服务活动，切实发挥志愿服务
的作用。
通讯员 周婕

浦东陆家嘴禁毒社工
积极开展禁毒宣传
为进一步普及毒品知识，陆家
嘴街道禁毒办组织禁毒社工、禁毒
志愿者在辖区梅园公园内开展禁毒
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共发放禁毒宣
传手册 200 余份，禁毒小奖品 100 余
份，取得了预期的宣传效果。使更
多的社区群众了解毒品危害，进一
步增强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
力，
营造了浓厚的社区禁毒氛围。
浦宣

【讲述·有一种力量叫悔改】

被消磨殆尽的年少，
是不会重来的时光
□ 俞晓杰

●心灰意冷 绝望无助
床头的灯光忽明忽暗，疲累的身躯在饥
饿的折磨下显得更加的憔悴。窗外是一个一
无所知的他乡，
这一路仓促走来，
严铮已经几
乎用完全部的积蓄，
刚刚从因为哮喘引发的
休克中醒来；但这对他来说似乎并没什么好
事，
那短短十分钟的与世隔绝，
并没有让他从
生活的狼藉中解脱出来。父母已经对他失望
透顶，
看着镜子中自己苍白的面容，
桌子上催
促缴房款的单子，
心中只有一个绝望的念头，
但远处的手机发出微微的光芒……
走近手机，此时此刻他知道只有他的社
工还在联系他，虽然这棵“救命稻草”，并不
是怎么管用，
但心中的困扰也只能和他诉说
……
那些数不清的未接来电也都是同一个号
码，
很久没有关注社工给自己的微信了，
都是
询问自己身体最近状况如何的信息，
严铮知
道社工知道他一身的病，所以每次都是先关
心自己的身体，这也让他很动容。虽然有一
丝暖意上心头，但仅仅是这样的暖意根本解
决不了自己当前的困难。严铮知道自己即使
问社工借钱也不会成功，他们有自己的手册
规则要遵守，
但严铮已经到了绝境，
他已经管
不了这么多了，他再一次放下自己的尊严问
社工借钱，
即使是石沉大海也要试试。
陆陆续续的文字传来，还是规则不能打
破的回答，严铮虽然早知道结果，却依然十

分丧气，他缓了缓自己的情绪，像是做了一
个向这个世界告别的仪式。
“什么帮助都不用了，
我买瓶农药，
把命
还给他们；也不和他们打电话了。让我安静
点走吧，所有的苦果都要自己来背，我太累
了，
好好休息一下吧”，
严铮用着最后一点点
力气打着字，
“感谢在这个世界帮过我的每
一个好心人，祝你们健康平安。
”严铮的情绪
有些激动，让他眼前有些模糊，
不知不觉，
他
昏睡了过去，他的确有些累了。

●梦回从前 渴望重来
严铮在奔跑，在嬉笑，那一年他鲜衣驽
马，
不负韶华；这是二十年前的自己，
情绪失
控，
身体透支的他深深的陷入了梦境中。眼
前是慈眉善目的父亲、和蔼可亲的母亲，他
还是父母的骄傲，父母还是正值盛年，家中
条件也是十分良好，他是出手阔绰的小少
爷。每天过着众人拥簇的生活，
身边不乏各
种的追求者；他相信着自己会有美好的未
来，他期待着最纯真美丽的爱情。慢慢的，
炫丽的场景消失了，
他一步步走进了充斥着
玄幻迷雾的场景，
他知道这里是自己噩梦的
开始，他想阻止自己的身体，明明他已经知
道了自己之后是怎么样的命运，
却无法停止
这幕悲剧的开始，
他痛苦，
想醒来，
却又不想
醒来。
故事还在继续，
一切都不再是美丽的画
面，金钱在支出，却永远得不到能满足自己

白色粉末的量，父母在耳边不停地碎碎念，
无论是语重心长的道理，
还是歇斯底里的苛
责，
他丝毫不去理会，
找钱，脑中只有找钱这
个念头……
警笛响起，严铮沉重的身体抽搐了两
下，这是梦里传来的声音，他漫无目的的躲
藏，一次次带上冰冷的手铐，在铁窗内得不
到理解；还有就是白色粉末给自己身体带来
的副作用，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反反复复，
他只有一个念头，为什么不能重来，为什么
一切不能重新来过……
严铮慢慢的走向悬崖，
一个深不见底的
地方，他一点都没有害怕，
他想要重来，
他只
想开启新的轮回，他只要一头栽下去，他就
能得偿所愿，他开始往下坠，失重的感觉让
他有些心慌，但很快这种感觉停止了，他的
脚被树藤缠住了，
藤上有小鸟发出清脆的声
音，听着不像是鸟类该发出的声音，声音越
来越近……

●重新振作 走向新生
严铮醒来，
看着自己的上半身已经离开
床沿，电话线缠在自己的脚上，床头柜上的
手机正有来电，他醒来了，一连串的梦境链
接到了二十年后的现在。
“铮铮啊，你人还好哇？你怎么才接电
话啊，急死我了”，是母亲的电话，
手机上，
有
许多未接来电都是母亲的，
“社工给我打电
话了，你不要吓我啊……”
母亲是真焦急了，

还有些抽泣的声音，
“身体最要紧，
你不要想
不开，我会给你打点钱，
接下来你早点回来，
社工也是很关心你，一起想想办法，我们总
要对面的，
你听话啊，
铮铮。”
严铮明白，
一定是社工去见了自己的母
亲，自己的家人虽然对自己有些无奈，但是
他们还是很信任社工，社工总是能够安慰他
们的情绪，帮自己建造和家人沟通的桥梁。
可能是自己还在纠结世道的不平，
放不下过
去，
放不下已经被消磨殆尽的年少。看着之
前被自己拉黑的社工，严铮有些过意不去，
不知道社工是不是还在等着自己。取消拉
黑后，接踵而来的是社工各式各样的询问。
“之前是我不小心把你拉黑了，
”严铮说
着自己也不相信的谎，
“这下才找到你，听说
你去找过我的母亲了，谢谢你。
”微信的那头
立即被激活了，他知道守着自己的那个人依
然没有离开。
“回来吧，让我们一起面对难题。”看着
社工打来的这一句文字，
严铮若有所思。
“回去？时光回不去了！”
严铮心里满是
悲凉……
“过去是回不去的时光，现在你应该走
向未来……”
是啊，未来！为什么自己总是纠结着过
去不放呢？是自己紧紧的沉醉于过去的欢
乐和痛苦中不愿意走出困境。如果可以，自
己或许真的还能有美好的未来……
严铮不知道该怎么样回复社工，
放下手
机，他在床前辗转反侧，窗外的阳光慢慢渗
透了进来，从墙头一路到了自己的跟前，他
伸手触摸着它。
严铮，站了起来，走出门外……
（作者系上海市自强服务总社青浦工作
站社工）

北蔡镇党建中心将每周一次
的“周周联动”活动作为重要载
体，以党建中心为阵地平台，以
“观”党建新阵地、“强”党性教
育、“定”个性化主题和“知”
学习强国平台等为抓手，联合基
层党组织积极开展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的“周周联动”系列主题
党日活动，让“周周联动”真正
“活”起来。
第一站——
“观”党建新阵地
到党建中心参观党建新阵
地。在体验式党建长廊中，党员
们可以重温北蔡党史，学习北蔡
优秀的基层党建项目和品牌，充

分领略北蔡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
风采；在社区党校中，党员们可以
聆听学习镇红帆讲师团老师们带
来的各类党课，共同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接受深刻的党性教育和思想洗
礼。
第二站——
“强”党性教育
在宣誓大厅，党员在观看了
誓词教育宣传片《看齐》后，面向
鲜红的党旗，举起右拳，在北蔡镇
专职领誓人的带领下重温入党誓
词。洪亮的誓言，响彻宣誓大厅，
也让党员们再一次回忆起初心，
严格要求自己，铭记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争做先锋模范
党员。

第三站——“定”个性化主题
党日
党建中心为基层党组织和党
员们定制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个性化主题党日活动。
北蔡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支
部联合安建居民区党总支部开展
“学思践悟新思想，牢记使命跟党
走 ”为 主 题 的“ 周 周 联 动 ”活 动 。
红帆讲师团老师为全体党员详细
讲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核心、精髓及其重
要意义等。老师引经据典，以生
动的案例、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全
体党员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有了更加全面、
深刻的认识。

与南江苑党总支联合举办的
“你我同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我与祖国同岁”周周联动系列活
动中，嘹亮的红歌演绎将“歌颂”
主题推向高潮，一首首革命经典
曲目在活动室上空回荡，党员们
的灵魂仿佛经历了一次洗礼。
第四站——“知”学习强国平
台
为积极贯彻落实北蔡镇党委
关于做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
精神要求，做到广覆盖、常应用、
深学习，镇党建中心在“周周联
动”系列主题党日活动中创新加
入学习“学习强国”板块，让线上
学习成为常态，让理论学习融于
日常。

大团镇：
大团镇
：传承龙潭竹篮 留住记忆乡愁
4 月 9 日，在大团文化中心龙潭竹篮工作室里，
浦东新区区级非遗项目“龙潭竹篮”传承人潘进福一
边编织竹篮，一边热情地指导围坐在旁的学员们学
习这门古老的手工技艺。这是大团镇文化中心今年
以来开展的“非遗在社区”系列活动之一。
据了解，大团镇龙潭村（现车站村）从前几乎家
家户户都会编织竹篮，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塑料
制品的普及，竹制品市场逐渐萎缩，龙潭村的竹篮编
织技艺面临失传。
以前，镇文化服务中心通过邀请传承人向市民
展示技艺等方式，推动“非遗”
项目的传承、发展和创
新。现在，
大团镇让非遗传承人扎根文化中心，每月
固定时间并长期开展非遗传承活动，从“非遗进社
区”
到“非遗在社区”，
真正使大团镇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从基本的普及层面更进了一步，更多了一份匠心
的坚守与传承。
唐龙娟 文/摄

塑料瓶做的花盆、纸壳做的
机 器 人 …… 在 嘉 定 新 城 （马 陆
镇）， 有 一 个 爱 好 手 工 的 小 家
庭，在他们的奇思妙想下，很多
闲置物品变废为宝。
笔者来到五岁萌娃杨昊叡的
家中，昊昊正跟着妈妈孙健一起
动手制作小花盆。妈妈告诉记
者：“做花盆的主要目的是想让
昊昊观察一下花盆里的土豆是怎

么生长的。单纯一个花盆他可能
会注意力不集中，但是让他自己
动手做就会有参与感，有参与感
之后就特别愿意去观察。”
昊昊今年上幼儿园中班，在
父母的耳濡目染下，他养成了做
手工的兴趣爱好，常常和家人一
起发挥想象，将家中的闲置物品
做成各种玩具和装饰品，不仅增
强了孩子的动手能力和想象力，
还传递了环保理念。
父亲杨牧告诉笔者：“昊昊

4 月 2 日，金山区亭林镇第二
敬老院内的老人们特别高兴，院
内的工作人员们将面盛好，为每
一位老人们送上一碗热腾腾的
“长寿面”
，老人们接过“长寿面”
，
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小小一
碗“长寿面”，代表了党和政府的
关怀和温暖，也表达了浓浓的敬
老、爱老、孝老之情。
为老人们送上长寿面的，是
上海市老年基金会金山区代表
处。他们每年为老人办实事、做
好事，营造和谐社会氛围。近日,
区老年基金会已将 3600 卷城隍
寿面统一分配到了区内 31 家养
老机构，供 2839 名老年人品尝，
借此寓意老年人越活越精神、越
来越长寿。通讯员 沈永昌 梁佳

问计于民摸准需求
提升自治共治水平

玩转闲置物品 做成各种玩具
□通讯员 陆安怡 倪盛

长长寿面浓浓情

两岁左右开始就比较关注家里的
一些玩具，等他上幼儿园的时
候，家里买的玩具太多了，我觉
得有点浪费，就跟他妈妈说不能
再给他买了。想了想就把家里有
的一些东西，比如杯子、纸板、
鞋盒这些东西给他做玩具，他也
很喜欢。
”
用过的纸杯、鞋盒……这些
本要扔掉的物品，都成了他们的
手工材料，在他们的巧妙构思
下，成为一件件富有创造力的作

品。昊昊喝水喝剩下的纸杯做成
了一个灵动的小章鱼，将装蛋糕
的白色纸板对折一下就做成了章
鱼的底盘，昊昊在章鱼上进行颜
色填充。纸鞋盒做成的大汽车让
昊昊爱不释手，汽车的外形是他
自己设计的。昊昊和爸爸用了两
个晚上的时间给汽车上色、贴
画，到现在这辆车还是昊昊珍藏
的宝贝。
这种用环保可回收的视角看
待闲置物品，并通过手工制作，
让它们成为一件件手工艺品，已
经成为这个家庭的生活方式。

近日，浦东新区惠南镇丰海
居委邀请居民组长、居民代表、党
员等开展居民自治服务项目需求
调研，认真听取群众诉求，通过共
商共议，科学确定自治项目，
以便
进一步提升自治共治水平。
调研会上，居民们直面问题，
指出在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
平安及自治共治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并建言献策。
丰海居委党支部书记龚卫平
表示，丰海居民区是一个新建的
小区，存在居住小区分布散、配套
设施相对不足、物业管理等问题
较多。近年来，在推进“家门口”
服务建设过程中，丰海居民区党
支部借助“劳模工作室”平台，构
架起了居民之间沟通和互助的桥
梁。去年，根据居民意见在小区
绿化场地新建了“惠南历史文化
小景”，使小区增添了文化气息，
受到居民欢迎。今年将通过调研
问需于民，摸准居民需求，经过梳
理形成“自治项目清单”，推动自
治金项目更好地服务于社区居
民。
通讯员 陈志强

是生活之海，三部曲是作家在海中
沉浮寻觅、思索感悟的收获。姚海
洪如井喷般的创作灵感，厚积而薄
发，是他几十年创作实践的真经
——他扎根生活几十年，就像潜水
员潜伏在海洋深处，置身在漩涡之
中，游历于暗礁险滩之间，观察品
尝到了生活海洋中的真与假、美与
丑、善与恶。
姚海洪从小生长在浦东南汇
海滨，几十年来，积累了大量生活
素材。退休后他潜心创作，2015 年
春出版了反映家乡 50 年风云变幻
的长篇系列小说“白龙港传奇三部
曲”
《风波》
《风流》
《风雨》。2017 年
春，他又开始创作第二套长篇系列
小说“南汇嘴传奇三部曲”
《海啸》
《海神》
《海恋》。期间姚海洪还创
作出版了《海洪中短篇小说选》等
纪实性中短篇小说。
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市作家
协会的领导、作家和评论家对这部
新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时代气
息浓郁，
“具有大海的气势和风
格”，有豪迈的激情，塑造了鲜活的
人物形象，尤其是有当代精神特质
的人物形象。

作家姚海洪推出长篇小说“ 南汇嘴传奇三部曲
南汇嘴传奇三部曲”
”
《海 啸》
啸》
《海 神》
《海
神》
《海 恋》
《海
恋》新 书 首 发 分 享 会 举 行
□通讯员 陈志强
作家姚海洪长篇小说“南汇嘴
传奇三部曲”
《海啸》
《海神》
《海恋》
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4
月 8 日，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市
作家协会联合举行“南汇嘴传奇三
部曲”新书首发分享会。
长篇小说南汇嘴传奇三部曲
《海啸》
《海神》
《海恋》，分别反映沧
海地区城市化建设的山呼海啸画
卷，年轻大学生党员虞无畏历经磨
难百炼成钢，县委书记徐中华攻坚
克难，顺利推进重大工程建设；曹
大麦、闵龙、冯凯等角色不忘神圣
誓言、不忘初心；有恋海情结的三
位年轻才女千辛万苦创业，上演精
彩大戏，唱响了爱情和事业双丰收
的海恋之歌。作品时代气息浓郁，
富有豪迈的激情，塑造了一众鲜活
的人物形象，把读者引入丰富多彩

的沧海地区，走进波澜起伏的人生
故事，可以说是浦东小说创作领域
的新成果。
“作家与生活海洋是鱼水关系，
写作人要善于在生活海洋中寻挖珍
珠。这些珍珠就是有闪光点的各类
人物……”
新书首发现场，
72岁上海
作家姚海洪深情回顾了创作“南汇
嘴传奇三部曲”
的心路历程。他说，
长期在水利第一线的工作经历让他
接触了生活之海深处的许多人物和
故事，小说的灵感和素材正源自丰
富辽阔的现实生活。
“眼下有些文学作品负能量
比较多，但小说不能都是充满灰心
丧气的东西。
《海啸》
《海神》
《海恋》
三部曲中洋溢的更多是一种乐观
向上的建设者英雄情结，有鼓舞人
的力量。”评论家、上海戏剧学院副
院长杨扬如是评价。
诗人杨绣丽说：如果没有深入

到农村生活的细部，文学作品很难
把时代进程中的鲜活面貌、错综复
杂的社会关系准确传神表现出来。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杨剑龙说，
作者犹如“海之子”，为文学注入了
乡土心，饱含对故土的眷念。
“姚海
洪是生活的有心人，笔下的人物不
单单是高大上的英雄形象，而是饱
满立体，更打动人。”以《海恋》中三
位年轻才女为例，她们性情各异，
有外来妹，有本地人，原先都是不
起眼的小人物，但都有建功立业的
雄心壮志，千辛万苦打拼创业。郑
杜鹃为养二个家庭，一人打二份
工，后来从开小吃店起步，成了大
酒店总经理；杨蔷薇从建筑工地普
通技术员干起，一路进阶为行业内
标兵；虞美人历经坎坷，刻苦努力
成为享誉国内外的歌唱家，颇具时
代。
《海啸》中的小美女齐冰洁初涉
社会冰清玉洁，后却犯下罪行，小

说也刻画了她的双面灵魂。
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资深
研究员潘颂德评价，小说把人的复
杂写活了，就能更具信服力，从而
从整个社会结构上反映改革开放
年代我国城乡建设的广阔性，折射
出当代社会的精神文化缩影。比
如《海啸》塑造人物，并不将人物性
格简单化，而是通过描写人物的语
言、行动和心理活动，比较充分展
示人物的复杂性，从角色的内在逻
辑出发，从生活出发，避免了脸谱
化，写出了活生生真实可信的人物
形象。
《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作家
赵丽宏为“南汇嘴传奇三部曲”所
作的序中写道，不同的气候和土
壤，培育出不同的花草果树。不同
的生活经历，使作家写出不同于他
人的文学作品。姚海洪对海情有
独钟，小说中的海，是自然之海，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