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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祖先文脉，留住千古记忆

金山漕泾镇文体中心党支部将古文化成为学习教育新教材
□通讯员 汤妙兴

金山漕泾镇地处东海之滨，
全镇 16 处自然历史文物遗址遗
物，承载着独特的历史资源禀
赋。近日，漕泾镇文体中心党支
部由10名党员组成的志愿者开展

“护文物、品文物”党史学习教育
活动，他们顶着炎炎烈日，深入文
物保护现场，探寻文物背后的故
事，党员们不仅为祖先的聪明才
智而折服，更深切体悟到古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为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提供了新教材。所到之
处，党员们认真地为文物遗址遗
物打扫卫生，清除杂草垃圾，还一
起追忆历经风雨沧桑的岁月。正
如一位老党员所说的那样，“在为

文物‘美容’的过程中，也使自己
的心灵受到了一次洗礼”。

在沙积村7组，党员们参观了
距今已有6000-7000年的古冈身
文物遗址，拜访了看护文物的李
小妹老人，老人向志愿者们介绍
了近年来接待国家科研工作者和
大专院校师生前来考古的情况。
据介绍，古冈身是上海西南地区
古海岸线遗址，冈身遗址高约 2
米，面积约1200平方米，是研究上
海乃至长三角地区地质变迁的宝
贵材料，也是上海地区沧海变桑
田的历史见证，是市郊唯一的区
级文物保护点。活动中，党员们
边了解遗址的故事和文物价值，
边打扫周边卫生，体味着今天的
幸福生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
来到坐落在水库村1组的“济

渡桥”，党员们亲眼目睹宽阔的河
面上，横架着由七堍石板共28块
条石合成的七孔古桥，从桥旁的
石头碑文了解到古桥建于140余
年前，曾为当地畅通南北交通往
来，解除了依赖小木船渡河之
苦。近年由漕泾镇政府投资进行
修缮，能工巧匠保留了古桥的风
貌，还重铸 8 根柱石，加固了桥
基。一些细心的党员发现一些栏
木已缺损，为对古桥安全起见，大
家建议向有关部门提出进行维
修。

位于蒋庄村11组的翔龙桥，
建于清代雍正年间，距今 300 多
年，是区级文物保护点中为数不

多的一座古桥。前几年，漕泾镇
结合河道整治，投资十余万元，本
着“修旧如旧”“一桥一方案”的原
则，加固桥基和石驳岸，还从外地
采购与古桥相仿建筑材料，使古
桥维修保持原有的历史风貌。党
员们在古桥的 15 级阶石拾级而
上，眺望远处，体悟起造桥人的勤
劳智慧和魄力，并将与古桥永存。

坐在桥头，阵阵微风吹来，文
体中心党支部副书记张梅感触良
多：“看遗址、观古桥，让我们更体
会到建党百年来之不易，新中国成
立七十多年来之不易，我们更要加
倍珍惜”。文保员孙水军说：“平时
常来看护这些古文物，今天将党史
教育搬到现场，体悟大不一样，更
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巾帼心向党 旗韵绽
芳华——6·6上海海派
旗袍文化节”圆满落幕

一年一度旗袍爱好者喜闻乐
见的“巾帼心向党 旗韵绽芳华
——6·6上海海派旗袍文化节”圆
满成功。从清晨到华灯初上，从
大宁国际商业广场、徐汇滨江、杨
浦滨江到黄浦公园，重聚在灯火
璀璨的浦江游轮，好戏连台，尽显

“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红色文化”
的魅力。上海各界女性美丽绽
放，展现巾帼风采，用实际行动向
建党100周年送上最诚挚的祝福。

上海市妇联主席、党组书记
马列坚、黄浦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总工会主席屠奇敏、全国工商
联女企业家商会理事长刘亭、全
国工商联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吴兆
兰、儿基会会长黄绮、上海海派旗
袍文化促进会创会会长张丽丽、
长三角驻沪办主任、各区妇联主
席、各行业知名人士等莅临现场。

本次活动由北京奥运会开幕
式分场导演、上海世博会开、闭幕
式分场导演、浦东新区文化艺术
指导中心艺术委员会主任仪赓担
纲主导演。

近年来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
下，在上海海派旗袍文化促进会
不懈努力下，海派旗袍登上世博
会、进博会、市民文化节、春晚、联
合国中文日等舞台。向世界展示
上海文化独特魅力和海派旗袍精
湛的制作技艺，同时也彰显上海
女性向善向美、爱旗袍、爱上海的
力量，将“聪慧时尚、自信坚韧、创
新进取”的上海女性时代精神传
播四海。

文化节推动打造“一地一特、
一 区 一 幕 、一 件 旗 袍 一 个 故
事”。第一站江南文化主题活动，
大宁国际商业广场，旗袍姐妹共
赏诗意江南，演绎雅风旗韵。

第二站海派文化主题活动，
旗袍姐妹走进徐汇滨江，品味海
派时尚纵享都市摩登。

第三站红色文化主题活动，
在国歌的诞生地、在红色之梦的
起点、在彰显“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杨浦滨江，旗
袍姐妹一起传承红色记忆 ，重温
百年峥嵘。

第四站继往开来主题活动，
巾帼百艺献礼百年，共绽芳华。
五位海派旗袍文化大使——国家
一级演员、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
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国家一
级演员、上海民族乐团著名二胡
演奏家马晓辉，国家一级演员、上
海越剧院副院长兼红楼团艺术总
监钱惠丽，昆曲名家、上海梦乐昆
曲澎派艺术研习中心主任赵津
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上海音乐
学院教授杨学进前来助阵，好戏
连台引起阵阵欢呼。百人百艺百
种图案百条丝巾特别展示，群文
团队轮番上演精彩节目。今年 3
月8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
地姐妹共同起针，启动“巾帼心向
党 奋斗新征程·长三角妇女共绣
党旗活动”。每一面党旗都由
36500 针 绣 成 ，寓 意 100 个 365
天。历时三个月，这四面党旗流
转接力，在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
塔下，在文化节这个特殊的平台
上，江浙沪皖姐妹代表为党旗绣
上最后的一针。党旗飘扬，共同
见证这个意义非凡的时刻。

【图文报道】

日前，徐泾镇禁毒办联合平安办、司法所、青少年社

工、禁毒社工等在辖区内徐泾小学开展“6·27”青少年毒

品预防教育活动，300余名师生参与活动。

活动伊始，由禁毒干部、青少年社工及禁毒社工在3

个班级分别讲课，向学生们普及毒品预防基本知识，分发

禁毒宣传教育手册，让学生们了解毒品的种类、特征，认

识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危害以及预防方法，增强大

家防毒免疫力。引导学生观看禁毒系列教育宣传片等，

在座学生反响热烈。严肃的禁毒教育题材和真实生活有

机结合，让同学们真切感觉到毒品的危害性。课堂最后，

授课老师提出诸多课堂上讲授的禁毒教育问题，利用“你

问我答”形式与同学们互动，学生们踊跃回答，气氛热烈。

通讯员 马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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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有一种力量叫悔改】

平安关爱活动为特殊青少年送温暖

好人爸爸再出发
□胡洁

在吸毒家庭中成长的孩子，脆弱而敏感，
为这些特殊青少年送去关爱和温暖，是奉贤
区禁毒办积极推进吸毒人员“平安关爱”行动
的一项工作举措。今年以来，奉贤区禁毒办
始终将“平安关爱”行动与“萤火虫”工程有机
结合，以“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为民服务理
念，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涉毒家庭的“急难愁
盼”问题。

据了解，此次“平安关爱”活动旨在加强
对涉毒家庭的帮扶救助，全力巩固涉毒人员
戒毒康复成效，切实预防和减少涉毒人员因

家庭因素引发的肇事肇祸事件。作为关爱涉
毒家庭的民生项目，越来越多的未成年子女
从中受益，为他们点亮了希望，扫除毒品带来
的阴霾，努力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前阶段，奉贤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区
禁毒委常务副主任周龙华亲自率队深入基
层，走访10名涉毒贫困家庭未成年子女，进行
亲切交谈并送去慰问品，耐心听取家属反映
的实际问题和困难，积极帮助家属解决困难
诉求。在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禁毒社工
走街入户，为617名涉毒家庭未成年子女送上

一份学习用品，祝福他们健康成长。
“我们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及时掌

握涉毒家庭状况和存在的困难，关注和加强
对涉毒家庭的帮扶救助，尽力解决他们的实
际困难，把实事办在他们的心坎上。”周龙华
在活动中表示。

下阶段，奉贤区禁毒办将定期走访涉毒
人员家庭，掌握实情、精准发力，持续开展“平
安关爱”系列活动，凝萤火微光，聚温暖力量，
切实协助解决涉毒人员家庭的困难事、烦心
事，助力回归转化。 通讯员 唐雨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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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快报】

吕巷镇禁种铲毒
踏查在行动

近日，吕巷镇禁毒办联合吕巷
派出所、干巷派出所、各村居，组织
白衬衫禁毒专职干部、蓝制服社区
民警、红马甲党员、橙色志愿者、蓝
结志愿者等人员组成踏查小组，开
展禁种铲毒集中踏查行动，并通过
满天星探头查看各村居踏查现场。
目前正值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的生长
旺盛期，为有效打击毒品原植物的
种植，彻底铲除毒品隐患根源，踏查
小组深入村民家中、田间地头、涵养
林、宅前屋后等区域，按照不漏一
处、不放一株，不留死角的原则，严
格落实禁种铲毒工作责任制，确保
无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行为。

金综

颛桥镇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为进一步加大禁毒宣传教育力
度，提升禁毒宣传效果，日前，结合
禁毒法实施13周年的契机，颛桥禁
毒办组织禁毒社工到君莲幸福苑社
区开展禁毒宣传活动。活动现场，
通过展板展示、派发宣传折页及宣
传品、毒品模型展示、现场讲解等方
式，向社区居民群众普及禁毒工作
的政策法规及防毒拒毒的基本知
识，了解毒品所带来的各方面严重
危害，旨在提高广大居民群众对禁
毒工作的知晓度和参与度，积极做
到远离毒品、参与禁毒。 闵综

小健是一个高二男生，繁重的课业压力
让他觉得时间总不够用。他告诉妈妈自己
有很多的梦想，想学攀岩、浮潜，想学吉他。
妈妈告诉他，所有的梦想都要等高考结束后
才能去实现，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顺利完
成高考，希望他能考出真正的实力，在一所
理想的大学，尽情地实现自己的梦想与价
值。

妈妈询问孩子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职业，
可以考虑朝那个方向发展。但小健沉默了，
他告诉妈妈，他很小的时候因为爸爸的一次
见义勇为，受到了嘉奖和亲友们的褒扬，让
他十分高兴继而有了想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的梦想，但是，现在好像很难实现了。妈妈
默默无言，她知道儿子的心结，但也无能为
力。她知道大伟这个爸爸是儿子最喜欢也
是最怨怼的人，因为他给儿子留下了一个幸
福美满的童年和一个满是伤痛的少年时期，
还有一个未知的未来。

大伟原来是一个出租车驾驶员，勤劳踏
实、不怕吃苦，所以也赚了些小钱。别看大
伟人高马大的，但其实他是个十分内向的
人，朋友不多话也不多，休息的时候他就急
着往家赶，因为家里有他最爱的妻子和儿
子。没有抽烟喝酒搓麻将等嗜好的大伟，平
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驮着小儿子逛大街，儿
子指哪他们就去哪儿，每每回家，妻子总会
被儿子手里大包小包气得哭笑不得，只怪大
伟太疼儿子，宠的不像话。

突然有一天，原本早应该回家的大伟迟
迟没有收车回家，妻子接到他的电话只说了
自己有点事，并无其他，妻子对他一向放心，
但没有料想到大伟竟然做了一件大事。那
天出车的大伟搭载了几个年轻人，下车的时
候年轻人递过来一张 50元的纸币，大伟做
了多年的生意，钞票过手心里就咯噔了一

下，他把纸币还给了年轻人，平时十分寡言
的大伟，此时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年轻人表
现的有些紧张，但还是递过来一张纸币。大
伟一眼瞥见年轻人包里似乎还有厚厚一叠
类似的纸币。这时，年轻人凶恶地瞪向大
伟，又故意瞥了一眼贴在副驾驶座前的行驶
证件，好像在说：别多嘴，我们会认出你的。

大伟默不作声，接过钱来，在路边放下
这群年轻人，作势往前开走。透过后视镜，
大伟看着年轻人走进路边的小区，大伟停下
了车，打通了 110 ，随后又拨打了车队队长
的电话报告情况，告知自己需要提前下班，
等待警察的到来。大伟没有想到，自己帮助
民警抓到一个贩运假币的团伙。年幼的小
健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清楚地
知道，自己的爸爸是个人人夸的好人，大家
说他不畏恶势力，身负正义感，帮助警察叔
叔破了案。他抱着爸爸的脖子告诉他，自己
长大了也想做个警察，和爸爸一起抓坏人。
大伟抱着儿子笑得很开心，直夸儿子有志
气。幸福的生活本应该这样继续下去，没有
想到一场巨变等待着这个家庭。

时代变迁，出租车行业渐渐变得不再景
气。大伟肯吃苦，自己做起运输生意，因为
地处两个省市的交界处，运输业这里非常吃
香，大伟慢慢发现陪伴家人的时间越来越
少，工作也越来越累。随着年纪的增大，高
强度的工作让大伟觉得不堪重负，他不怕吃
苦但身体觉得十分困顿。

竞争压力让大伟不堪重负，终于病倒的
大伟错过了几个熟客的生意后收入骤减。
为此十分困惑的大伟在这时听到从前的朋
友说有个“神药”可以帮助提神醒脑，让身体
不觉得辛苦。大伟半信半疑，但听朋友说得
言之凿凿，他也上了心思。终于在朋友的劝
说下，自己尝试了那个传说中的“冰”，大伟

说自己第一次尝试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因为担心对身体有副作用他也不敢大剂量
地用，心里总是有个疑惑，但自己也说不清
是什么感觉。没过几天，他心中隐隐的不安
终于得到了印证，那个好朋友因为吸食毒品
被捕。

大伟觉得心中十分恐慌，他觉得这个所
谓的“冰”来路不明，但未曾料想竟然真的是
毒品。他内心中十分恐惧，因为他知道吸毒
的恶果，也知道自己这次真的深陷毒沼，他
害怕自己无法面对家人，更加害怕不可想象
的未来。终于大伟最担心的事出现了，警察
出现在他的面前，大伟瞬间感觉天旋地转。

当鉴定书交到他的面前，“吸毒成瘾”四
个大字让他感觉血管冰冷。浑浑噩噩间，警
察告知他，他赖以为生的驾驶证被注销了，
如果想要恢复就要参加并完成三年社区戒
毒。他木讷地点了点头，尽管他还不知道什
么是社区戒毒，但他现在什么都不关心了，
他说他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了。

懵懵懂懂中，大伟开始了三年的社区戒
毒，他不关心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只是担心
自己以后的工作生计，担心家人对他不再亲
近，担心因为自己的关系，影响儿子的一生，
因为他听别人说过，像他这样有“黑历史”的
人会影响子女以后的前程。内心的焦灼和
恐慌让大伟彻底失去了往日的生机，整天哀
声叹气，躲在家里不敢见人。儿子知道他的
事后也变得沉默寡言，细心的班主任发现了
他的变化，便让大伟去了学校，这时大伟惊
觉，儿子在他的事情中受了这么大的创伤。

大伟痛苦万分，他觉得生活没有了希望
与意义，继而拒绝社工的社区戒毒帮教工
作，他觉得自己以后也不会再去碰触毒品，
没有必要进行“额外”的戒毒了，他不希望自
己的事被别人知道，只愿余生好好和家人相

守在一起。
社工知道了大伟的想法后，联系了社区

民警，未曾料想社工刚开口民警就记起了大
伟，直叹息这么一个“好人”怎么也走了“弯
路”。民警老张约了大伟来到居委会，大伟
涨红了脸看着社工和民警不知怎么开口，没
想到民警竟然说起了大伟以前帮助警察抓
捕假币贩子的事迹。大伟耷着头不说话。
社工告诉他，每个人都有过去，不管是好的
还是不好的都是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事，我们
不能沉浸在过往，因为生活总在继续，眼睛
始终要往前看。

大伟说出了心中最大的困扰，就是自己
的事对儿子的影响，社工安慰他，很多事我
们改变不了，但我们要学会勇敢面对，没有
什么困难会成为永远的绊脚石，也没有什么
问题是永远无法解决的，实在办不到的时候
为什么不考虑换个办法换条路？通往成功
的道路并不是只有一条。随后社工向他解
释了进行社区戒毒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希望
他能够走好自己的戒毒之路。

大伟表示自己一定会好好戒毒的，但他
还是很担心影响儿子的前途。社工鼓励大
伟试着和儿子多进行一些有效沟通，深入探
讨一下彼此的想法。后来，大伟告诉社工，
他和儿子说了自己的经历和真实想法，取得
了孩子的谅解，也向孩子保证过以后绝不再
犯。儿子告诉他自己会好好读书的，因为他
相信天道酬勤，只要努力总会有回报，不能
做警察还有很多工作可以选择，让爸爸不要
想太多，自己虽有遗憾，但更相信今后会有
一个同样精彩的未来。大伟放下了心结，他
知道儿子的未来由自己做主，现在要做的事
就是顺利完成社区戒毒，重新出发。

大伟因为自己对毒品的认知缺失导致
自己深陷毒海，无意中也让家人受到了伤
害，大家都知晓毒品的危害性，但对于各式
各样不同包装，各色名目的新型毒品仍要提
高警惕，不要轻易接受他人的赠与，不要轻
易尝试各种功效未知的药物，保护好自己保
护好家人，一起守护住明天。

（作者系青浦工作站香花桥社工点社工）

徐泾镇开展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活动徐泾镇开展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活动

□通讯员 马小梅

由北蔡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和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联合
主办，上海育源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承办的“红领创业·宜创北蔡”
2021年北蔡镇创业指导主题活动
日前在育源培训学校举行。

大家通过观看短片《百年恰
是风华正茂》，回顾了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年来的创业史、发展史、
建设史。育源培训学校汪校长结
合短片，通过与大家分享自己的
创业心路历程，鼓励创业者学习
中国共产党人不怕困难、勇往直
前的精神，坚守创业初心，积极应
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调整思路，勇
于创新。

北蔡镇受理中心的工作人员

就初创期企业可以享受的各类补
贴以及相关要求作了介绍，部分
学员表示，有了政府的支持与鼓
励，对企业的未来更有信心。在
场的意向创业者表达了自己对于
创业过程中的顾虑与疑问，受理
中心的工作人员从不同的角度跟
大家一起探讨，并提出了解决方
案，创业者们受到了不少启发。

此次活动是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红领创业”，党建
引领创业系列主题活动的首场活
动。之后，镇受理中心将结合本
镇的实际情况，积极发挥基层党
员在创业服务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通过增强党建与创业服务的双向
联动，转变就业观念，培养创业意
识和创业精神，激发创业兴趣，努
力带动我镇的就业创业工作。

育源培训学校作为北蔡镇的
新秀企业为社会培养了众多专业

性人才，此次活动为创业工作拉
开了共建共享的新局面。

北蔡镇举办创业指导主题活动北蔡镇举办创业指导主题活动

□通讯员 杨宝祥

浦东新区花木街道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主办的2021花木街道家
门口文化服务系列活动——家门
口巡演，组织基层文化团队优秀
文艺节目赴各居民区巡演，深受
群众欢迎。

6月8日，来自基层文化团队
的60名中老年文艺爱好者和万邦
居民区观众欢聚一堂，用欢歌热
舞喜迎党的百年华诞。

巡演在花木街道女子铜管乐
队《在希望的田野上》中拉开了帷
幕。男声小组唱《毛委员和我们
在一起》《最美的歌唱给妈妈听》，
曲曲抒情赞歌温暖深情，表达了

对党的深切爱意和感恩之情；沪
剧《江姐》红梅赞、女声小组唱《洪
湖水浪打浪》，以饱满的热情和嘹
亮的歌声缅怀革命先烈们，坚守
初心、坚定信念的革命精神；舞蹈

《渔光曲》《新疆舞》《小乐舞》《忆
花醉》《花开盛世》《我和我的祖
国》等，或柔美婉约，或激情澎湃，
歌颂了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悠
扬的音乐声中，抒发了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展示当代中老年群体
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对党对祖
国的无比热爱之情。

精彩纷呈的节目，博得了阵
阵热烈的掌声。

喜迎党的百年华诞喜迎党的百年华诞 组织家门口巡演组织家门口巡演

□通讯员 樊毓华 陈忠安

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倡导居民绿色生
活，全面提升广大群众环保意识、
节约意识、生态意识、积极参与到
绿色行动中来。近日，崇明区长
兴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组织开展

“汇美汇绿”系列活动，通过“巧手

做橘灯 点亮你的梦”和打造“植
梦园”生态小阳台，“我是环境守
护者”、垃圾分类，爱水护河、“我
家的生态角”等活动，旨在围绕崇
明世界级生态岛和第十届中国花
博会，汇长兴之大美，倡绿色之生
活。

图为长兴社区居民参与“巧手
做橘灯 点亮你的梦”活动合影。

长兴镇党群中心开展长兴镇党群中心开展
““汇美汇绿汇美汇绿””系列活动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