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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书院深入社区开设“家风·家道·家文”系列课程
主 办 ：东 方 城 乡 报 社

协 办 ：上 海 市 禁 毒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通讯员 王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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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密涉毒海岸防控 夯实社区禁毒阵地

海湾旅游区五警联动海岸沿线大扫毒行动
为有效遏制辖区海岸沿线毒品渗透入
岸，切实维护本地区社会治安秩序的和谐稳
定,日前,奉贤海湾旅游区禁毒办联合奉贤海
警、海湾派出所、女子哨所，以辖区内海岸沿
线（南门港至南竹港海岸沿线 13.6 公里）为主
战场，组织开展“海岸沿线”大扫毒禁毒攻坚
专项行动并召开启动会议。奉贤区政法委副
书记陆冬杰、海湾旅游区武装部部长古劲松、
综治科科长曹逸、禁毒办副主任金继忠、派出

所所长裴刚、女子哨所所长叶慧玲等 20 人出
席本次会议。
会议在海警军舰会议室召开，会上相关
负责人首先对海湾旅游区五警联动大扫毒表
示高度肯定，并提出以下要求：加强领导、明
确任务；加强培训、提升业务；加强宣传、确保
效果；纪律严明、听从指挥。
最后，古劲松强调此次行动要加大对海
岸沿线渔民识毒、拒毒、防毒宣传力度，坚决

打击海岸沿线违法犯罪分子通过渔民船只参
与运毒、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会后，五警联动开展了为时 3 小时的海岸
沿线巡逻，并对参战人员海上缉毒知识、毒品
知识进行专业知识培训，提升执法人员业务
水平。确保辖区范围内海岸沿线零涉毒违法
犯罪案事件，有效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切实提
升人民群众的安全观、幸福感和获得感。
通讯员 顾丽娜

【图文报道】

奉贤西渡举办“ 平安建设宣传月
平安建设宣传月”
”主题宣传活动
为深入推进“法治西渡、平安西渡”建设，不
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大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
持、参与平安建设的良好舆论氛围，巩固提升公
众安全感和群众满意度，共同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10 月 10 日，上海市奉贤区西渡街道平安办在
西渡连城广场组织开展 2020 年第二次“平安建设
宣传月”主题宣传活动。街道禁毒办、西渡司法
所、西渡派出所、各居、村委、禁毒社工、禁毒志愿
者以及广大居民群众共计 110 余人参与了此次宣
传活动。
活动中，禁毒办工作人员、居（村）委综治干
部及禁毒志愿者通过设摊咨询、解答问题、发放
宣传资料、宣传品、滚动播放禁毒宣传标语等方
式进行宣传，并由禁毒社工结合禁毒知识展板为
群众讲解禁毒知识。现场群众表示通过此次学
习更深入的了解了毒品的危害性，提高了自我保
护能力，并表示把发放的宣传册及宣传品带回家
与家人一起分享，让身边人也充分了解、掌握毒
品知识，
共同抵制毒品。
通讯员 程杰

徐泾镇二联村开展
社区禁毒宣传活动
为切实加强社区内的禁毒宣传
工作，帮助广大居民了解毒品危害，
树立防毒意识，提高拒毒能力。10
月 13 日上午，二联村组织主题党日
活动，综治、禁毒、人口、网格化、妇
联、安管中心、社区卫生院等多部门
共同参与此次宣教活动。在村部饭
厅，
禁毒宣传工作人员设摊宣传，向
过往居民发放禁毒宣传资料，认真
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和
《戒毒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使广
大居民认清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
的危害，
了解如何识别毒品、拒绝毒
品等方面知识，引导辖区居民提高
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增强抵御毒
品的能力。
通讯员 马召明

嘉定江桥禁毒志愿者
参观市禁毒科普教育馆
近日，江桥镇禁毒办组织禁毒
志愿者来到上海市禁毒科普教育馆
开展了一次参观禁毒宣传教育的活
动。上海市禁毒科普教育馆既是面
向社会开展禁毒宣传的载体，也是
汇聚各界人士共同参与禁毒事业的
平台，同样更是展示上海宣传禁毒
工作的窗口。对于参加这次活动的
江桥各社区禁毒志愿者来说，既是
一次禁毒宣传的教育，同时能够普
及毒品预防知识，并且又提高了防
毒拒毒的能力。
嘉综

【讲述·有一种力量叫悔改】

幸福离你如此的近
□王燕
幸福是什么？有的人会说:幸福就是拥
有一套豪华的别墅，有的人会说：幸福就是
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有的人说幸福就是
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我的服务对象阿
强说，幸福就是我和家人都能平安快乐的一
起生活着……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今年初正当大家都欢欣鼓舞地打算欢
度春节的时候，新冠疫情开始席卷全国。这
场突入其来的疫情让我们大家都猝不及防，
阿强家里有两个孩子，家庭十分困难。此时
老人和小孩更需要得到帮助，口罩成了唯一
的紧缺商品。大家都积极投入到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斗中去了。但是，疫情无情，人有
情，禁毒社工的心里时时牵挂着阿强的家
庭。社工得知阳光青少年中心有帮助困境
儿童的项目，
积极为其争取名额。
社工第一时间带着物资来到服务对象
阿强家中，把 500 元帮困金和 20 个一次性口
罩送到阿强的手中。其母亲对于我们的到
来十分地惊讶，没想到政府和禁毒社工依然
关爱他们，在这疫情的关键时刻给他们送去
了口罩和帮困金，
让他们一家人内心都十分
地感动。社工叮嘱阿强父母亲，
一定要保重
身体，减少和避免去超市和菜场等人群聚集
的场所。如果一定要出门，就必须戴口罩做
好自我防护工作。
阿强面对社工的到来，十分地感慨，也
回忆起了三年前的故事……

●一份沉甸甸的嘱托
“是王老师吗？”
我的手机上出现了一个
陌生的来电，电话的那头告诉我，他是我的
服务对象阿强，
正在戒毒所进行强制隔离戒
毒。我明白了服务对象的来意，
对于自己现
在深陷高墙无能为力。因为再次复吸的妻
子抛下 5 岁的女儿离家出走至今未归，父母
都是年迈体弱，
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
家庭不
堪重负。家中有个 5 岁的女儿要照顾，还有
个今年读高一的大女儿。面对本应该自己
承担的家庭重任要让两个 70 多岁的父母承
担，
自己真是后悔不已。希望社工能协助转
为社区戒毒。
带着服务对象的沉甸甸的嘱托，
社工积
极与当地派出所的领导沟通联系，
取得他们
的支持和理解。至于阿强的特殊情况，
必须
由处理地公安分局来解决的。社工也询问
了阿强所在的戒毒所给予的答复也是一致
的。
禁毒办负责人小罗和社工购买了价值
200 元的食品走访了服务对象的家庭，告
知转社区戒毒的事情。阿强的父母对我们
的到来表示非常的感谢，但是现在家中就
剩下两个老人和两个孙女。小的天天吵着
要妈妈，大的一开学高中学费要 3000 多，
每月生活费都要支出，靠他们的镇保的退
休金根本难以维持生计。为了给家庭增加
收入，70 多岁阿强的父亲只能到浴室去烧
锅炉。当我们看到他的那双皮肤皲裂，
指甲
里嵌满了墨黑煤渣的双手时，
我的内心久久

不能平静。

●特殊的入所帮教
社工了解到服务对象在所内因为不能
转社区戒毒，他的情绪十分低落，妻子写信
又提出要跟阿强离婚，
这让阿强的内心十分
地焦虑，
一定要想办法早点出所。就三番五
次从所内打电话吵着让父亲帮忙出所。社
工及时向禁毒专职干部反映之后，
协助其家
属多次与派出所沟通协调，但是根据相关规
定不予社区戒毒。为此，
社工联系了驻所社
工吴老师希望能入所帮教。
社工对阿强进行了心理的疏导，
两年的
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已经过去了一半，
你父
亲为了你的事一直到处奔走。那次春节的
时候，冒着严寒去公安局信访。你也要多为
你父亲的身体想想，都已是 72 岁的人了，还
乘车两个多小时去信访多不容易啊！针对
目前情况你只能放弃社区戒毒的念头在戒
毒所安心服从管教，
争取早日回归社会。面
对自己的第二次婚姻，要与妻子冷静处理，
妻子提出离婚与他再次的复吸不无关系
的。我告诉他我们会时常走访其父母家，一
有帮困物资就会送去给两个孩子。所在村
委领导也十分关心他们一家，
年底也送去了
帮困物资，
希望能够渡过难关。
经过我们的耐心疏导，
他的情绪平复了
许多，面对自己的婚姻也意识到造成目前的
状况都是自己的错，表示会痛改前非，同时
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深深的谢意。虽然只有
短短的 20 分钟入所帮教，但是从他的表情

我能深深地感受他内心细微的变化，
体谅其
父亲照顾孙女的不易。从一开始的咄咄逼
人的态势到能开始审视自己的过错。这一
刻，让社工觉得我们的入所帮教是有成效
的。

●不一样的阿强
四个月后，
当我们再次入所帮教见到阿
强的时候，
他表示已经能够理解妻子的离家
出走，不再对妻子恨之入骨，他的眼里也不
再充满了对社会的愤怒和不满。我们耐心
疏导他的负面情绪，用家庭的亲情来感化
他，希望他安心在所内戒毒，用乐观积极的
态度来面对生活。而经过那次的促膝谈心，
社工看到他真正地从负面情绪中走出来
了。当我们看到眼前的阿强精神饱满、
笑容
满面不再是怨声载道，全身充满了正能量，
与之前可谓判若两人。不时地向我讲述未
来的规划和憧憬，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下
决心一定要好好做人，要好好的把两个女儿
抚养成人！
出所后的阿强，坦然地接受了妻子提出
的离婚要求，
其内心明白是自己一次次地伤
害了妻子，把妻子的信任当作是挥霍的资
本，
自己最终尝到了自己酿的苦酒。也让自
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痛定思痛，
决定重
新出发开始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现在的他，只希望能够陪伴女儿的成
长，
希望家里的父母亲不要再为他的事情操
心了，能够安度自己的晚年生活！尤其经历
了今年的新冠病毒疫情，阿强明白了一个道
理：生命是多么的渺小和脆弱，每个人的生
命是有限的，健康、平安和快乐才是最重要
的！他非常珍惜现在的生活，
也非常感恩一
直关心和支持他的家人和朋友，
因为幸福离
你如此的近，
只要伸出手来就能抓住它！
（作者系青浦工作站朱家角社工点社工）

散文作家高明昌
又出散文新集

浦江书院作为闵行区修身讲堂的成员单位和文化
进社区志愿者服务队,发挥书院丰厚的师资力量优势，
平时紧密结合全区文明创建实际,开设各类接地气贴
民心的知识讲座和文化论坛,在丰富市民和青少年学
生业余生活的同时,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润物
无声的开展核心价值观的普及教育。
图为 10 月 13 日下午，浦江书院副院长高子珊老师
在江川路社区假日景苑小区讲解“家风·家道·家文”系
列课程的情景，她通过从古到今爱惜粮食、
民以食为天
的通俗易懂故事，结合当下节约粮食要求，
诠释节约为
本、
丰衣足食的道理，
受到社区居民的普遍欢迎和高度
赞许。

□通讯员 潘玉明

永葆不忘故土的初心 满怀奉献家乡的热忱

川沙新镇举办连纪平师生书画美术展
□蔡贡民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作为
川沙新镇庆祝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
年的活动内容之一，连纪平师生
书画美术展于 10 月 9 日至 10 月
18 日在川沙新镇文化服务中心隆
重举办。所展出的国画、油画、素
描、书法等 120 幅作品，从“和平盛
世”
“江山多娇”
“同心抗疫”
“古镇
新貌”四个方面，讴歌了浦东开发
开放的成就和川沙新镇的发展变
化，表达了参展师生强烈的爱国
爱乡之情，也展示了连纪平书画
教学的成果。
这次画展由川沙新镇文化服
务中心主办，上海浦东新区作家
协会川沙分会和川沙文联协办。
出生于 1959 年 5 月的连纪平，自
小学习中国书画，13 岁在上海市
南洋模范中学读书时开始，就跟
从著名画家陈逸飞学画达 7 年之
久，并先后师从上海文史馆馆员
颜梅华和高级画师邱陶峰老师。
他在 1983 年美术本科毕业，1990
年加入上海青年书法家协会，
1996 年完成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
生班学业，同期获得国家一级画
师称号，此后几十年来一直研习
中国书画艺术。他的书画作品和
教学成绩得到业内人士的肯定，
现为中外名人研究院名誉教授、
中国国家书画院副院长、中国名

家书画院名誉院长、中国通俗文
艺研究会会员、英格兰皇家艺术
基金会学术顾问、世界教科文卫
组织首席艺术家、浦东新区作家
协会会员。他的中国画“紫气东
来”被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中国
字画形式作品“牛”为新加坡新神
州书画院收藏，油画“曲项向天
歌”获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 65
周年国家美术大展金奖，并为中
国美术家协会收藏。他的诗歌、
散文、报告文学等也时见报端。
连纪平出生于上海市区，老
家在川沙东门护塘街。2004 年，
他从徐家汇迁入川沙老家。他相
信，只要永葆不忘故土的初心，满
怀奉献家乡的热忱，就一定能在
川沙这片热土上绽开生命的花
朵，结出甜蜜的果实！他在川沙
南市街创立连纪平画室，一边从
事 艺 术 创 作 ，一 边 收 徒 辅 导 学
生。有一次，一位来川沙老街游
玩的老者，自报五千元买下了连
纪平的一幅“涂鸦之作”，并对他
说：
“ 你这个岁数，正是齐白石开
始作画的年龄，换句话说，你胜他
四十年。”老者的话，使他受到莫
大的鼓励。10 多年来，他已收教
200 多名学生，其中不少学生考
进了中国美术学院和北大、清华、
复旦、交大等名牌大学的艺术系。
连纪平是一个热心人。他立
志帮助学生铺设人生坦途。这还

是发生在浦西时的事。有一个学
生文化成绩只有百来分，失去了
上进的信心。连纪平在辅导他学
习 书 画 时 ，引 导 他 增 强 自 信 心 。
这个学生最终凭借 327 分的美术
分，考上了上海大学。后来，他母
亲打电话给连纪平，说儿子不肯
找对象，要做丁克族。连纪平打
电话给这个学生，对他说：
“ 要是
你父母都做丁克族，能有你吗？”
过了几个月，这个学生的母亲又
来电感谢连老师，说儿子把媳妇
领进门了。
连纪平在这次书画展中展出
作品30幅，
其中10多幅反映川沙古
镇新貌的水彩、
素描、
油画、
国画，
是

他特意为纪念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
年而精心绘制的。新镇有关领导
称赞他为繁荣川沙文化事业、
为川
沙培养文化艺术人才作出了贡献。
川沙新镇党委委员张剑铭、
川沙新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闵久
福、浦东新区作协主席王亚岗、浦
东书画院执行院长陈康及浦东书
法家协会、浦东美术家协会、川沙
文联等负责人出席开幕式。这次
画展得到上海电视台《壹周时尚》
节目组、上海心影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等单位的支持。反映连纪平
艺术生活和本次画展的电视新闻
记录片，将在上海电视台生活时
尚频道播出。

浦东作家姚海洪创作红色题材沪剧剧本
□通讯员 陈志强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的
日子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浦东
作家姚海洪以抗战时期浦东惠南
镇盐仓一位抗日女英雄叶嫂的真
实故事为题材，创作了沪剧文学
本《浦东抗日女英雄——叶嫂》。
近日，浦东新区惠南文学社举行
专题研讨会。
《叶嫂》的缘起。
“希望通过我
手中的笔，记录浦东大地上英勇
抗战的故事，提醒我们及后代永
远铭记这段历史，珍爱和平，振兴
中华。”作家姚海洪深情感叹，当
年的叶嫂，面对日寇，她不畏强
暴，不怕牺牲，为保护新四军宁愿
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希望用文
学作品展现这一爱祖国爱人民、
视人民军队新四军为亲人的感人
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抗战精
神。
说到这部作品的缘起，姚海

洪回忆，30 多年前，他应邀参加撰
写《南汇县志》并担当责任编辑，
由他执笔撰写了《抗日战争时期
浦东地区建党建军史实概要》，曾
经有机会倾听当年叱咤风云新四
军淞沪支队的支队长朱亚民及他
的战友，回忆畅谈当年抗战时期
同日寇汪伪作殊死斗争的许多可
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
当年朱亚民讲述的惠南镇盐仓抗
日女英雄叶嫂的故事，令姚海洪
难以忘怀。为此，今年 8 月，他在
酷暑中前往惠南镇盐仓叶家宅，
寻访女英雄叶嫂的牺牲地和见证
人，抢救性采访记录当年叶嫂的
感人事迹，只为世人还原一个真
实、可歌可泣的浦东抗日女英雄
形象。
这是抗战时期的一个真实故
事。有一次，日本鬼子扫荡包围
了盐仓叶家石桥村，叶嫂将受伤
的两位新四军战士藏在屋后羊棚
里，却被日寇的狼狗发现，叶嫂和
新四军战士被捕，日寇用枪压着

全村的男女老少到村口进行威逼
拷问。接着，鬼子逼迫叶嫂说出
其他新四军战士的下落，但叶嫂
坚贞不屈，宁死不透露新四军伤
员的藏身处，结果被日寇割去双
乳，又一刀一刀割死……
这一抗日女英雄的故事常常
浮现在他眼前，不断地在他脑海
里翻滚。于是，姚海洪选择以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这个浦东
人民宁死不屈用自己的生命来掩
护新四军战士的英雄义举写成沪
剧文学本，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
的历史。
还有打响浦东抗日第一枪的
抗日英雄周大根，当年在浦东地
区与日寇汪伪作殊死战斗的抗日
英雄——新四军淞沪支队支队长
朱亚民的抗日传奇故事，如小海
参军、鹤沙锄奸、钱桥奇袭、朱店
大捷等，都被写进了姚海洪创作
的沪剧剧本中。
据悉，2016 年以来，年已古稀
的姚海洪以井喷般的创作灵感，

先后创作出版了“白龙港传奇”三
部曲《风波》
《风流》
《风雨》、
“南汇
嘴传奇”三部曲《海啸》
《海神》
《海
恋》和《浦左剑月》
《浦左圆月》等
10 部文学作品，累计文字达 500
余万字。
今年 6 月，他开始创作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的红色题材的沪剧
文学本。至今，已完成了四部沪
剧剧本创作，其中两部八场沪剧：
《浦东抗日英雄》和《周大根——
打响浦东抗日第一枪》；两部六场
沪剧：
《浦东记忆》和《抗日女英雄
——叶嫂》。其中两部剧本已有
两家剧团准备演出。
研讨会上，大家表示，姚海洪
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创作的红色题
材的沪剧文学本，展现浦东人民
及浦东新四军淞沪支队在抗日战
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展现了
浦东抗日英雄的风采，是开展四
史教育、特别是教育青年一代不
忘抗日历史、弘扬抗战精神、传承
红色基因的好素材。

奉贤区散文作家高明昌继散
文集《轮》2019 年 7 月出版后，次
年获 2019 年上海作家协会会员
年度作品（散文）奖励。2020 年 9
月，作家新著《等一块云走过》
《最
近的村庄 最远的姑娘》散文集
业已出版。迄今为止，作家共出
版散文集五部，
除了《你是我今生
的宝藏》为丛书书号外，其余 4 本
均为独立书号，
共计 100 余万字。
《等一块云走过》由“原初”
“气味”
“瓜事”
“滩涂”与“听雀”五
辑组成。
《最近的村庄，最远的姑
娘》分为四辑，它们是“霜落天下”
“在水一方”
“ 千年一蚌”和“务川
时间”
。两本散文集里，
集中抒发
了作家对乡村回溯、比照和预判
的思想与情感，表达了作家身上
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潜在的史诗性
格，值得广大读者品鉴。

唐根华 30 载文学路上
孺子牛座谈会举行
□通讯员 不雨天
10 月 8 日，
由上海浦东新区作
家协会主办、
惠南文学社承办的文
学追梦人“唐根华 30 载文学路上
孺子牛”座谈会举行，诗评家潘颂
德，
诗人余志成、
严志明，
以及丁旭
光、
姚海洪、
倪辉祥等 20 多位作家
及文学爱好者参加了座谈会。
唐根华是上海浦东新区惠南
镇人，他从 20 多岁被大队任命为
“土记者”开始写新闻稿，后参加
了当地南风文学协会，负责组稿、
编辑等事务，到成为浦东新区作
家协会骨干成员，他是浦东惠南
文学社发起人之一，并担任该文
学社副社长。
近 30 年来，唐根华策划、编
辑出版了《在追梦路上》
《浦东作
家》
《东南风》等 5 套丛书，总计多
达 200 多部书籍，帮助一大批作
者圆了出书梦、作家梦。
潘颂德教授认为，唐根华是
一位多方位、
多色彩，
是集作家、
出
版家和活动家于一身的文学追梦人。

便民服务重开张
百余老人齐夸奖
□通讯员 汪正刚
今天(10 月 13 日)上午，中断
了 9 个月的张江镇家门口便民服
务队重新开张。磨刀、配钥匙、羊
毛衫修补、修鞋、理发五大类服务
项目，在张江镇老年综合服务中
心前的小广场上摆开了摊位，7
位服务人员接待了超过 100 余位
被服务对象。这次活动由张江镇
老年协会、上海夕悦老年颐养服
务中心张江站两个单位联合举
办。也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的
第一次活动。张江房办的李先淑
原来是做理发行业的，2015 年到
房办工作后，听到有这么一个家
门口服务活动，就申请当起了志
愿者，自己购买了理发工具，
已经
连 续 五 年 没 缺 席 过 服 务 ，她 说:
“为老人服务是年轻人的职责，也
是让我不忘这一手艺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