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察机关联组学习检察机关联组学习：：
重走初心出发地重走初心出发地 践行初心担使命践行初心担使命

□通讯员 徐建秀

夏日炎炎，高温来临。
万祥镇党委、政府时刻关注
老人的身体状况，开展了高
温走访慰问活动，为万祥镇
70岁以上老人送去清凉的问
候。

7月28日上午，班子领导
分 10 组到各村居委慰问，走
访慰问中，每到一处，镇领导
与慰问对象及其家属亲切交

谈，关切地询问老人的身体状
况、生活需求和目前存在的困
难，并送上了慰问品。同时叮
嘱老人们在高温天气里要做
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在家避
暑，避免外出，要注意保重身
体。

此次走访慰问活动，让老
人们在炎炎夏日里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关怀，在炎热的夏季
感受到一丝丝清凉。此次慰
问共发放慰问品3919份。

浦东万祥浦东万祥：：

夏日为老送清凉夏日为老送清凉
□通讯员 杨涧轩

为扎实推进“四史”学习教育，日
前市检三分院（铁检分院）与杨浦区
检察院召开“四史”学习教育党组中
心组联组学习会。

市检三分院、杨浦区检察院党组
中心组共同参观了“初心出发地”
杨浦滨江和“浦江明珠”复兴岛。
通过听取讲解、观看视频等方式，
实地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人民城
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

要理念，感悟了百年红色历史。参
观后，三分院、杨浦区检察院召开
联组学习会，三分院党组中心组成
员、杨浦区检察院党组中心组成员
出席。

杨浦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谭滨表示，在抓好任务、学习和责任

“三张清单”、建立分层级学习体系、
学习教育融入发展大局等方面的基
础上，将继续在组织学习上出实招、
在解决问题上求实效，推动“四史”学
习教育不断走向深入。

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市检三分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徐燕平指出，学好

“四史”是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
要途径，是每一名共产党员的重要
必修课。并就如何深化“四史”学
习教育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要通过
学习“四史”切实筑牢理想信念这
个根本支柱。二是要通过学习“四
史”充分认清坚持正确道路这个重要
保证。三是要通过学习“四史”始终
牢记“守初心、担使命”这个永恒课
题。

□通讯员 金丹 记者 王平

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落地生根，7 月 27
日下午，书院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正式
启动并揭牌，标志着书院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作迈入全域覆盖、全力推进中，真正打通
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书院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设在镇

党群服务中心内，占地面积1265平方米，内
设新时代文明讲堂、红色影院等多个功能项
目，并与家门口服务总站实现阵地共享、功
能共建、人员互补，做到资源统筹、集成、孵
化、配送。实践分中心以阵地建设、明确功
能定位、盘活用好资源等三方面为主要任
务，构建全覆盖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三级阵地
网络，分别在镇、居(村)和家门口服务中心、
服务站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实践站
和实践点，重点围绕学习宣传理论政策、培
育践行主流价值、创新开展文明创建、大力

弘扬时代新风、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壮大志
愿服务队伍等六方面开展工作，并通过整合
现有资源，依托现有场地和设施资源，重点
打造理论宣讲、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科技与
科普服务、法律服务和生活服务等各类平
台，着力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成为学
习传播科学理论的大众平台、加强基层思想
政治工作的坚强阵地、培养时代新人和弘扬
时代新风的精神家园，全面提升书院文明程
度和市民文明素质。

人人参与志愿服务，个个争当公益大
使。近年来，书院镇的志愿服务工作不断发
展，成立了“1+19+N”的志愿服务队伍体系，

“1”即镇级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由
镇长担任志愿服务队队长；“19”即 19 个村
（居）文明实践站志愿服务分队，分队依托下
属文明实践点等成立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小
队；“N”即各类社会资源、特色资源等，如百
姓宣讲员、市民巡访员、巾帼志愿者、乡贤志
愿者等组成的志愿服务分队。并聚焦群众
需求，形成一批服务菜单，实现社区点单服
务，探索百姓“点单”、分中心“派单”、志愿者

“接单”、群众“评单”相贯通的工作模式，满
足书院百姓在生活及文化等方面的多元需
要。

当天，书院镇志愿服务“爱心银行”公益
项目也正式启动。截至目前，书院镇现有已

注册志愿者1.1万名，占常住人口的14.6%，
现有志愿服务团队 48 支，常态化开展公益
服务项目62个。新启动的“爱心银行”项目
将为每一名已注册志愿者开设“爱心账户”，
记录和累计他们的公益服务时长，并且可追
溯、可兑换，成为志愿者践行公益道路上的

“成长值”，同时他们也将获得一张志愿者身
份证，一份志愿者保险和志愿服务时长记
录，还可获得积分兑换、参与优秀志愿者集
体生日等福利。下一步，书院镇将充分发挥
实践分中心的阵地作用、聚力作用、辐射作
用，开展丰富多彩的学习、传播、实践活动，
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书院落地生根，让精神文明建设新成效推动
书院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突破。

在当天的仪式上，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
副部长邓亮、书院镇党委书记王新德为书院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揭牌，并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点）代表授牌，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镇志愿服务队队长程渡江向志愿服务
分队代表授旗并发起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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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头条】

书院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正式成立

“三级网络”实现文明宣传阵地全覆盖
【社区·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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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由上海市绿化和
市容管理局组织开展的“今
年上半年沪市容环境满意度
测评”中，集市菜场环境评价
最低，参与测评的相关人员
介绍，在对菜场环境的测评
中，发现菜场内外仍有垃圾
散落零星、周边乱堆物、非机
动车乱停放、污水污渍等环
境问题。由此可见，社区菜
场环境的提升，仍是“美丽街
区”建设中的一大难点。

菜场市民天天去，需求
大关注度高，如何转型升级
有待全新的探索。在浦东东
建路上，有一栋两层楼高的
建筑，无论从外观还是进入
内部看都很难与传统印象中
的菜场联系起来。但这个被
叫做“米蘅集社”的地方从它
的前身到如今的功能都实实
在在就是一个升级版的“社
区菜场”。

米蘅集社的前身是经营
十余年的东建路菜市场，马
路菜场、噪音扰民、油烟污
染、非机动车乱停放等问题
常在，是周边居民投诉的“重
灾区”。经过引入专业人士的改建后，附
近居民惊讶地发现“这个菜场根本不像
惯常的菜场了”。

一楼近 1000 平方米的传统菜场被
重新分为餐饮区和菜场区。餐饮区域
里，早餐“四大金刚”、菜饭骨头汤、品牌
奶茶蛋糕、烧烤卤味熟食等一应俱全，为
周边居民带来更多选择，更解决了附近
陆家嘴金融从业者的早餐需求。菜场区
域统一安装中央空调，干净的瓷砖，讲究
的装修，蔬菜、肉禽蛋、豆制品、水产海
鲜、豆制品等摊位一字排开，传统菜场的
亲切和便捷得以保留。二楼被改建为一
个综合的培训中心，有舞蹈、英语、拳击、
逻辑思维等内容丰富的培训课程供周边
居民和商务人士选择，成了一个不折不
扣的社区邻里中心，周末更是吸引了很
多家庭来此开展亲子活动。

希望这样的菜场越来越多，市民的
社区生活越来越美。

□小王

走社区
写民生

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之
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重点推出
的献礼作品——长篇小说《灿
途》，是一部充满了正能量的现实
题材的作品。电力行业素有着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先行
官”之称，从事这一特殊行业的人
员又被冠以“光明天使”的美誉。
当浦东吹响开发开放号角的时
候，首当重任的“先行官”的巨大
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电力部门打
破了常规，及时地吸收了编外的
“光明天使”队伍入网，协助电业
部门完成日趋繁重得喘不过气来
的“粮草先行”的任务。作为浦东
本土第一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
倪辉祥，恰逢其时幸运地成为了
编外“光明使者”队伍中的一员，
亲历了浦东大开发中电力建设的
风风雨雨，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
无论是在编的还是编外的“光明
天使”的感人肺腑的动人事迹，然
而又几乎很少看到有这种反映火
热生活具有催人奋进的现实意味
浓郁的颂唱“光明天使”的文学作
品问世。于是凭着这方面的生活

优势，萌发出了依据多个“人物原
型”，精心构思，如实地塑造出多
个在浦东开发开放大潮中为电力
建设呕心沥血的典型形象，与令
人起敬的“天使”老党员的模范形
象，为“光明天使”唱响了一曲高
亢激昂的赞歌。

由于直接反映浦东大开发大
开放热火朝天生活的现实题材的
文学作品尚属凤毛麟角，也由于
所塑造的诸多人物形象的身上均
闪烁着“原型人物”固有的光采，
所以《灿途》一经问世，立即引发
了各方面的关注与好评。为了能
让这部故事情节精彩纷呈、人物
形象源自于鲜活原形的催人奋发
的正能量满满的作品，焕发出更
强的励志效果和激励作用，浦东
作家协会除了组织作家与评论家
笔谈力推之外，日前又筹划了一
次很有意义的活动——安排作者
向出现在小说中的一系列的原型
人物赠送这部贴近生活还在散发
着油墨馨香的新作《灿途》。受赠
的原型人物中，有着小说中总工
程师、局级与所长原型的张继忠、

奚积培、任华培等老领导，有着欣
荣公司租赁地的村领导沈加奇，
也有着施工队伍原型的班组施工
人员等。无论是原电业的老领导
原型，还是编外队伍施工人员的
受赠者，共鸣声一片，无一不称赞
作者为他们提供了曾经奋战过的
现实场景和“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正能量作品。

专程赶来参加向作品中原型
赠书活动的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
副书记、副主席兼秘书长马文运
同志，高度评价了这种有意义的
活动，他热情洋溢地发表了即兴
讲话：“浦东土生土长的倪辉祥，
是一位在当年的《上海文学》复刊
后选为重点培养的郊县青年作
者，如今年已进入了古稀的行列，
还能老当益壮，捧出了这部广受
欢迎的反映浦东大开发大变革的
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难能可贵，
体现出了一位始终生活在这方热
土上的老作家的时代责任感。希
望从倪辉祥的笔下，也希望从更
多作家的笔下能流淌出更多、更
优秀的贴近生活的现实题材的作

品，为读者提供催人奋进的精神
食粮。”

浦东新区文联专职副主席王
玺昌高度评价了这部长篇小说的
意义：“这是浦东文学从高原走向
高峰征途中的一个节点。期待能
有更多新品、优品、精品的涌现。”

在《灿途》的创作过程中，自
始至终关怀备至并参与谋划的浦
东作家协会副主席宗廷沼认为：

“浦东大开发的30年，不仅城市建
设蒸蒸日上，各行各业欣欣向荣，
人的心灵世界也是光明灿烂。《灿
途》是灯海中的一束明光，也是浦
东人点燃心中梦想的希望之光。
这部长篇小说之所以动人，不仅
许多诸如东方明珠、世博园、自贸
区、临江新城、杨浦大桥等地标与
场景很多人耳熟能详，而且作品
的内容不是生搬硬套，与作者对
生活的体验深刻密切相关，大多
数有着生活原型可循。也与作者
勤奋创作40多年数百万字密不可
分。作者的心声与小说人物的追
梦向往融成了一体，催生了浦东
史诗的一朵浪花。”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
心？”“白首之心”对于年逾古稀
的老浦东倪辉祥来说，就是他终
生挚爱而又锲而不舍地颂唱家乡
的文学创作。在他已经出版的20
部作品中，抑或小说还是散文，大
多数都离不开讲述浦东的故事，
抒发着对家乡难以割舍的情感。
10年前，他耗时三年多创作了描
写浦东六十年风云变幻的称得上
是全景式的长篇小说系列《金浦
三部曲》。金浦，“金色浦东”之谓
也。他通过金浦古镇一个杜姓家
族三代人悲欢离合的遭遇，爱恨
交织，情怨相融，为当代文学人物
长廊增添了一组性格鲜明的“浦
东人”形象，成了浦东题材长篇小
说三部曲的发轫之作。两年前，
文汇出版社选编了他的106篇书
写故乡的散文冠以《悠悠浦东情》
之名出版。正如峻青、叶辛等名
家称赞他的散文是“发自内心情
感的率真流露”。

老作家倪辉祥的新作《灿
途》，将在8月12日开幕的上海书
展上亮相。

闪烁着原型人物光采的《灿途》
□张凌清

有些事只能终身未了的，于我，比如当兵。
这是一件有点痛苦的事，也好，一生痛苦

里，生成了一生的羡慕，一生羡慕里，铸就了一
生的敬重。及至今天，任何地方，任何场合，只
要有军人走过身边，我都会先悄悄地立正看眼
前军人相貌的，尔后再稍息看眼前军人走步的
样子。那个一二一甩手的动作，那个昂首挺胸
的样子，那个绿色纯净的军装，那叫一个俊，那
叫一个美。其时想，那个笃笃向前走的人，换
作是我，我一定昂昂然走完整个的街道。我想
象在所有正看、斜看、偷看、眯看我的人当中，
除了父辈、平辈、小辈的男女以外，一定有一
个，或者好几个美丽的姑娘在定睛望我。我以
为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身份赐予的幸福，这
幸福只有解放军才可以有。

还真的别怪我想入非非，当年在生产队，
我是想当兵保卫祖国去的，可一验身体，说不
及格。不及格就没有资格当兵去，这种等同如
雷轰顶，我偷偷地流泪了。这且不算，队上与
我一道拔秧、插秧、割稻、挑稻的十几个女孩也
用异样的目光看我。她们个个长得水灵灵，说
话的声音，糯劲足，磁性足，她们也都是干活的
好手，到了十八九岁的时候，她们开始找相亲
去了，都是一去一个准，一相一个准，相了以后
就订婚了。一问才知道，对方都是解放军，极
个别的暂时不是，但身体、政审全部通过了。
后来的两三年，我身边的姑娘一个个地嫁了出
去，有的嫁到了钱桥乡最北的地方，有几十里
路，但她们不怕，她们愿意，她们喜欢走远路，
因为那个地方，那个老屋里，有自己的男人在
部队当兵，在为人民服务。这些美丽的姑娘一
个也没有愿意等着我，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从
来不相信这句话，因为眼前的事实告诉我，楼
台再好、再美、再近，哪怕就在脚趾头边上，楼
台上不站着一个威武的解放军，“得月”好比做
梦。不，就是做梦。

我唯一骄傲的事实是，解放军住过我们
家，是两次，两次哎，不是一次。

让解放军住的时候，是我们家盖了瓦房以
后，解放军一到我们家里，先抢着帮助我们干
活，什么都做，喂猪拎猪食桶的动作，喊鸡鸭吃
饭的声音，比我还要标准。父亲有时不让干，
解放军告诉父亲，他们也是农民出身，什么都
做，什么都会。有一个晚上，父亲在搓稻柴绳，
解放军看见了，他们就一起搓，搓到熄灯号令
响起。解放军睡觉跟他们的起床一样，睡去
快，起来也快，他们都睡在地皮上，地皮上先放
了一层的稻柴，我问解放军冷不冷，解放军说，
睡在一个客堂里，暖得很。我问解放军，我们
军民一家亲，我能不能旁边挤个床位？解放军
说，不可以的，我们晚上有时有紧急任务的。
我一直想看一看、摸一摸解放军的枪，我说了

以后的第二天，一个解放军把我叫到仓库场，
我进了一个房间，里面那个魁梧的解放军对我
说，小伙子，你自己看，自己摸吧。我喜极而
泣，拿着枪，左看右看，左掂右掂，看了半天，总
觉得样子与我的手枪玩具有些相像，但摸上去
手感是冷冰冰，是硬的，特别重，也特别贴手。
这个事情，后来一直成为我的谈资，我一直炫
耀我看到了真手枪，大家不相信，后来相信了，
但他们说，枪里没有子弹，枪里能有子弹吗？
真是，又不是打仗，是军民一家亲的活动，需要
子弹上膛吗？

第二次是在夏日，好像是七月底，是一个
班的解放军。他们来了，也住在客堂里，也是
水泥地上。有一个晚上，我还在做梦当中，我
看见所有的解放军都挎着枪，排着整齐的队
伍，一面孔的严肃庄严，一面孔的必胜表情，一
个解放军在讲话，他说：同志们，刚才总部首长
来电，有一小股敌人空降到某某地方，要炸我
大桥，毁我公路，上级命令我们迅速出击，一个
小时内务必全歼来犯之敌，保证人民的生命安
全，现在我命令出发。然后是跑步的声音，轻
轻的、急急的。早上起来，我给解放军说我做
梦了，梦见你们打仗去了。解放军呵呵大笑：
是的，是的，是打仗去了，战斗刚结束。父亲在
旁边插嘴，解放军是在训练。把训练训得跟打
仗一样，只有解放军有这个本事，我心里佩服
得五体投地，他们要去仓库场吃饭了，我偷偷
地问，我还可以当兵吗？他们说，这是大事，由
首长定的。首长？就是上次给你看手枪的那
位。我想起来了，他是个皮肤黝黑，声音厚实，
走路有风的解放军。我想去，母亲拦住我，不
能给部队添麻烦，我没有去成。现在，我有时
甚至会对母亲说，那天不拦我，我也许会成为
解放军的，你就是一个军人的母亲。母亲解
释，解放军不是你要当就能当成的，解放军要
聪明，要身体，要力气，还要有颗红心。我有
吗？有的，但肯定缺了一样，这多说是不好，身
体关乎母亲，还可能关乎遗传，母亲在眼前，讲
话要有分寸。

有一次在亲戚家喝酒，坐在我旁边的女士
叫张芳，张芳说多年以前她是个地道的解放军
战士，我一听到就兴奋，看一眼张芳，就觉得张
芳满身都是解放军的味道，解放军来到我身
边，真是运道好。我问张芳，你是谁家的姑娘，
张芳说了。我们俩就开始掰手指头，梳理一下
亲戚这根线，看是不是我们也是亲戚，如果是，
大喜，不是再想办法，就是要七转八弯地搭上
线去。母亲说我了，哎呀，你表哥，你父亲徒
弟，还有阿五头，他们都是解放军，都是亲戚，
张芳也是。

一声叹息，当兵在梦里，但由此建立起的
军人情结，心心念念，无法排遣。

想当兵的人
□高明昌

伏天，酒友，三两，至多五六，一清
早，不约而同。一早无城管，尽管占道。
四五六桌，桌上摊一张白纸，白切羊肉座
中，些许羊肚、羊肝、羊肺、羊腰、羊眼珠
子或羊脚绕肉而置，一碟酱油。每人一
杯一筷，桌上简单。烧酒即白酒，为什么
一定是白酒呢？

吃法，酒须咪，咝一声辣喉；肉是戳
的，戳碎了，筷子头捡最小的碎肉送嘴。
喉头动过，话来，海阔天空，漫无边际。
也或抢说，需要多嚼几下的羊肚还在嘴
里，话便嗫嗫胡胡。

下面是酒话，上面知了叫。酒烧了
脑，热劲上来，左右一看已有人赤膊，汗
衫哪还套得住。一个脱，几个脱。羊肉
烧酒是不是就该吃成这个样？

我不知道羊肉烧酒是怎么兴起来
的，这样的吃法到底有多快活？

草原上的人不这么吃，肉拿刀割，嘴
里满满当当，让后一口“闷倒驴”将肉送

进肚里。兰州人喝汤，将馍掐一块一块
丢汤里，他们觉得这样子最好。大理人
将肉和杂碎一锅炖，闻到的全是香料味，
酒里放了香菜渍，翠绿。羊肉阳火太旺，
这就抵了。

羊肉烧酒的吃法惟上海有，粗人雅
士不论。

最兴风的有庄行、真如，还有南汇的
周浦。暑有暑说，寒有寒说，然后又说一
年四季都是羊肉烧酒季。我被朋友叫去
过几次，非得赶早，因为见太阳即散。一
会儿城管也该上街。我觉得睡比吃重
要，再没去。

前不久看到一条微文，说一大早吃
羊肉烧酒不科学，拆身体，对此举便更无
兴致。

晁公溯在《饮兵厨羔羊酒》里这么
说：“沙晴草软羔羊肥，玉肪与酒还相
宜。”吃羊肉还是要讲究点时间、地点。
羊肉烧酒属不宜。

我的羊肉烧酒观
□詹超音

人生不过百年，转眼也就成空，我们
匆匆来人间一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一切邂逅，悲喜皆由心定。

邻居王阿姨，前段时间突发脑溢血，
从生死线上走了一遭，下了手术台之后
像变了个人似的，不再动不动就操心生
气，也不再因为一点点小事就郁闷，见谁
都笑呵呵的，偶尔碰见什么纠纷，还帮劝
着别人想开点儿。

昨天去买菜，正好碰见王阿姨，就闲
聊着一起往超市走，我问她最近身体怎
么样，王阿姨笑着说：“好着呢，最主要是
现在心态好了，啥事儿也不生气，就觉得
这日子特别顺心。”

我说，是啊，心态好了，就都好了，不
生气，就是最大的赢家。

王阿姨叹了口气，说：“以前傻啊，闺
女跟女婿一吵架，我恨不得操心半个月，
老头子买玉米，只买了一根给自己吃，我
也要跟他生半天闷气……现在想想何必
呢，做父母的，最怕就是对子女操心操过
了头，你在这儿急得不行，人家还不领
情。过日子也是一样，能把自己活明白
了就很难得，哪还有闲心去跟别人计较，
跟别人生气呢。”

人生，过的是心情；生活，活的是心

态。但任何事都是相对的，好也罢坏也
罢，全看你怎么想、怎么对待。我们改变
不了别人，至少能左右自己，很多时候，
换个角度、换个心境，就又是柳暗花明一
片清净。

明白了这一点，心就大了。心大了，
再大的事也都成了芝麻小事，朋友，你说
是吗？

心大了，啥事都好
□王青春

一
绮语享流离，逍遥乐水湄。

平生奇竹石，鸿旅伴诗词。

才俊欧阳许，悲欣五柳知。

崎岖千万路，谈笑任天涯。

二
午后西风作，沙沙木叶纷。

欲眠诸故事，相扰是今闻。

抬眼东坡志，凭窗五色云。

余光千种暖，庇我以幽欣。

五律·近读《苏轼传》
感遇有二

□梅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