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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校园44 版版

本版长期向全区中小学生征

集作文、书画、摄影、剪纸等各类

作品。

作文要求：

1.文体不限，形式不限；

2.文章具有真情实感；

3.严禁抄袭；

4.邮箱：

jsxyjsxy2404201924042019@sina.com@sina.com；；
5. 来稿请注明学校、年级、班

级、姓名，以及家庭住址和电话号

码。

征稿启事

自从火诞生以来，人们熟练

使用并掌握火种后开始告别茹

毛饮血的时代。火带给人们光

明与温暖，但使用不慎，也会带

来灾难。

我有一个想法，人人关注消

防、人人学习消防、人人参与消

防。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消

防救援队伍接报处置各类警情

96.2万起。随着各类生产经营

和消费活动增加，经营主体消防

安全意识薄弱，火灾风险增加，一

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

我有一个想法，每天花十分

钟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掌握火场

逃生技能。在商场，花一分钟的

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增添十

分安全。因为，60%的火灾原因是

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

的火灾伤亡是缺乏自救的知识。

我有一个想法，作为一名小

学生，要主动学习消防安全常

识。比如：拨打 119 火警电话

时，如何向消防员叔叔说清楚火

灾发生的地方。还有，学校楼道

内的消火栓和灭火器是保护我

们安全的，不可将它们当做玩具

玩耍。

火灾猛如虎，消防记心中，

时刻不放松。消防安全和我们

每个人息息相关，让我们一起关

注消防、学习消防、参与消防。

那天一大早，我接到了奶奶

的电话，说我们家的大白狗生宝

宝了，于是我们全家开车回去看

小狗。

经过半个多小时，我们终

于到了乡下。我抢先打开了车

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来到了

狗窝前，狗窝里果然多了两只

小奶狗。它们紧紧地蜷缩在一

起，活像两只小毛球。它们长

着白色的绒毛，跟它们的妈妈

特别像，四条小胖腿短短的，圆

圆的脑袋上有一双水灵灵的小

眼睛。

看见我们来了，它们显得

特别开心。你瞧，它们要在地

面上练习走路呢！只见它们迈

着短短的小胖腿，颤颤巍巍地

走了起来，一不小心撞到了一

起，摔倒了。看上去真是既可

爱又滑稽。

因为它们实在太可爱了，我

忍不住伸手抱起了其中的一

只。那只小狗发觉自己被抱了

起来，害怕得“汪汪”直叫，只是

叫声很小，奶声奶气的；四条小

胖腿在半空中划来划去，像一只

快要被淹死的松鼠。

把这只小狗放下后，我又抱

起了另一只。这只小奶狗发现

自己”飞”起来了，开心得“手”舞

“足”蹈，用小身子拼命地蹭我。

过了一会儿，它玩累了，就在我

的怀里睡着了。

看了我的作文，你们想不想

要一只小奶狗呀？

他，胖墩墩的身材，剃着蘑菇头，

戴着一副黑红相间的花框眼镜。一

双小小的眼睛在镜片下贼溜溜地转

着，他就是我们班公认的“捣蛋鬼”小

朱。

暑假的雏鹰假日活动又要开始

啦，我是组长之一，在分配小队成员

时，小朱竟然分在我这一组。听到这

个可怕的消息，我顿时两眼发黑，差

点没晕过去。

你哪里知道，小朱在我们班的表

现。上课时，若是没有听到他喋喋不

休地发表自己的“危险言论”，便是件

千古难遇的怪事。坐在他周围的同

学还必须时刻准备着迎接他的不定

时炸弹——那个每天必从窗台上掉

下来的水杯。可以说，他很少让我们

班上过一堂安稳课。想到这儿，我不

禁脑补着小朱在小队活动时活蹦乱

跳的场面，那该是多么混乱呀！可

是，再怎么想也没有办法，我只能勉

为其难地将这个活宝“收编入伍”了。

在经过商讨和筹划后，我们将活

动时间定在七月头。活动前几天，最

令我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想策略如何

管住小朱。但我还没想好，小队活动

的日子就到了。我无可奈何地发现，

果然不出我所料，小朱在活动中表现

得异常活跃，连走路都是蹦蹦跳跳

的。有这位开心果在，当天上午，我

们小队活动的气氛极其欢乐。

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当天气温炎

热，整个大地几乎快被烤化了，所有

队员的水都被喝完了，我准备的一大

箱饮料也被洗劫一空。不久我们便

口干舌躁，原本活跃的气氛也被这烈

日蒸发了，只有小朱在那儿自言自语

无比兴奋。忽然，他闭上嘴，看了看

周围一言不发的我们，疑惑地问：“怎

么了？”大家一片沉默，小朱下意识地

从包里摸出他的水瓶，却惊讶地发现

里面已滴水不剩。他似乎恍然大悟，

立刻跑向一台自助饮料售卖机。

队员们都认为：凭他平时那副

腔调，肯定是不会想到大家的。可

不一会儿，我们背后传来了呼哧呼

哧的喘气声：“来来来，大家都过来，

矿泉水一人一瓶，别抢！”听到这儿，

大家先是一愣，紧接着一拥而上，很

快瓜分了他袋里的矿泉水。小朱看

着我们迫不及待拧开瓶盖的样子，

笑得特别灿烂。

小朱的这一举动彻底颠覆了我

对他的看法，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往日的一幕幕也不由自主地浮现在

我眼前：运动会的拔河比赛上，我们

班的打头阵永远是他；饮水机需要

换水时，他总是能凭一己之力快速

换好；需要搬运重物时，他总是一马

当先冲在前面……

我们不应该片面地评价一个人，

尽管小朱很调皮，但他乐于助人、为

他人着想的品质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罗星中学 七（8）班 程牵

刮目相看

唯有跳出来纵观人生全景，我们

才能明晰一切事物与价值的主次，才

不至于被渺小和琐碎所牵绊，而人生

的绝大多数苦恼,都源自于现实和理

想差距太大,产生的自怨自艾和慨叹。

如果社会是一台轰轰运作的大机

器，我们便是这台机器的一个个螺丝

钉，不得不被机器所裹挟前进，在贡献

自己的同时，换取生存的权利。我们

被迫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刚需，而并非

我们自己所期盼的样子。

将目光收回于我们自身，让我们

一同轻叩心灵的门扉，问问自己：为什

么我们会和曾经的理想渐行渐远，成

为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余秀华曾在

《礼物》中写道：“我喜欢我自己身体里

破碎的声音和愈合的过程。”我们自我

的成长，就是内心深处的自我，因为种

种原因，不断被打碎，又不断重组的过

程，这个过程痛苦，你可能会忿怒或堕

落，会逃避或放手任自我塌陷的躺平。

痛苦既然不可避免。唯有尽自己

的力量将自己从自我折磨中挽救，我

们才有机会认识到自我的价值，而并

非社会的价值。俗话说“世如焚炉，人

似柴薪”，我们不断被外界的耳语干

扰，被高高在上的旁观者审判，活在外

界的不止皮囊，亦有灵魂。世间多嬗

变，多愁苦，被压榨的价值实则是被外

界腐蚀掉的自己。正如泰戈尔所言

“我决不能认为我的生命受到忽视而

失去价值”，与其不断蹀躞于社会和外

界对自己的评价，不如向内心索求一

个努力与存在的理由。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向外索取，而

是向内建立。价值的判定是主观的，

远离世俗既定标准后的自我实现和完

整才更让人意识到我的存在。伴随着

愈发激烈的“996”讨论，人们开始反思

自己作为“社会打工人”的意义和价

值。作为国内极为稀少的女性带飞教

练，毅然决然辞去护士工作的“晴天”

倍受人们瞩目。她的“轻率”举动一度

引发了与周遭人们的矛盾，他们无法

理解的是：稳定的铁饭碗如此令人向

往，又为何去追求虚无缥缈的梦？

提问的人们无疑被困在了极为狭

隘的视角之中，一味满足社会需求成

为了人生的最重要的宗旨，是一堵高

高筑起的城墙，阻隔了我们与内心的

交流。但是只有爬上城头我们才会发

现：善于挖掘自我潜能，理解与保留自

我价值的人实在太少。“晴天”的眼中

是万里的晴空，心中是广袤的天地。

她曾经在日复一日的机械生活中质问

自己的价值所在，深陷被社会传统价

值绑架的泥潭之中。她向往的是蓝天

与极限运动带来的迷人魅力，并致力

于成为推广小众运动的带领者，而这

则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价值与自我意义

结合后的产物。我们无法甩脱作为社

会零件的使命，也不必将一切都作为

零和游戏的双方。爬上墙头，凝望远

方，不避逃跑，只求本心。人生海海,

我们无法脱离社会这一熔炉，挫败感

也是我们年轻人的显著特征，被压榨

与被驱使的苦闷也都来源于自我与外

界关系的判断迷茫。我们永远无法彻

底摆脱苦难，因此遇到暂时性的迷惑，

我们也不必慌张，带着英雄梦想于疲

惫生活中的前行也是一种对自我精神

的肯定。

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写道：

“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

去”。人之所以为人，便在于我们可以

在不断重构自我的过程中洞悉世界，

没经历痛苦与磨难的人生也是不完整

的人生。如果蒙在眼前的迷雾暂时无

法拨开，不妨跟随自己的内心一路前

行，只要我们成长的足够强大，定能守

得云开见月明。

英雄梦想
华师大三附中 高二（1）班 王彦清

学消防
金山世界外国语学校 2C班 吉景铄

小奶狗
枫泾小学 四（6）班 魏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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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上海湾区·滬之源全域旅游论坛开幕

让市民在家门口“望见他乡”

自上海湾区数字化转型赋能中

心成立以来，一场场路演活动轮番开

展，“线下活动+线上直播”，帮助企业

寻找数字化转型痛点难点，为企业提

供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助力企业高

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区持续强化数字赋能

“驱动力”，统筹推进经济、生活、治理

数字化转型。去年 4 月，上海湾区数

字化转型赋能中心启动运营。搭建

数字化转型工作开阔地，形成市区联

动、区镇传动、区企互动，统筹发展实

现多赢；构建数字化转型资源汇聚

地，成立赋能中心合作伙伴联盟，引

入市级研究院等 20 多家单位资源，

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一站式”服务支

撑；创建数字化转型创新策源地，开

展供需对接“揭榜挂帅”和“问榜制”

等活动，不断深化政企服务功能、校

企对接功能、企企互联功能。企业可

通过线上平台，查询到适合自身的解

决方案、成功案例，还可以“在线问

诊”，寻求上门指导，相互开展项目合

作等。同时，通过“问榜制”，组织专家

深入企业开展“现场问诊”、跟踪服

务。上海群力化工有限公司通过赋

能中心的跟踪服务，与上海华工安全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建设安

全生产管理平台，提高了公司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智能化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我区正着力提升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产业数字

化、数字产业化和“一区一特”战略建

设。金山已汇聚阿里云、中经云、红

星云等数据中心项目，成功创建市级

工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基地，全区两化

融合贯标企业数量位列全市第二。

推动上海湾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上海碳谷绿湾产业园创建市级“平

台+园区”试点示范园区。上海湾区

科创中心成功创建了市级软件和信

息服务产业基地，已落成上海湾区总

部大厦、上海湾区云谷、中国科技开

发院（上海湾区）创新基地的“一体两

翼”产业载体。截至目前，基地落户

企业超 2600 家，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收入占比高达70%。

与此同时，数字“绿”化和数字

“富”农的步伐也在加快。以中部生

态圈为主阵地，推动覆盖种植养殖、

生产加工、在线销售、数据管理全链

条的数字应用场景建设。目前，全区

耕地信息已实现 100%上图，京东方

后稷、华维节水灌溉、点甜农业机器

人等一批农业科技企业持续加快技

术迭代创新。

此外，我区不断推进“双千兆带

宽城市”建设，优化 5G 网络设施，累

计建设 5G 基站超过两千余个，实现

重点区域连续覆盖。推进“为困难家

庭免费升级百兆宽带”市政府实事项

目，累计完成 56193 户的光纤升速工

作，推进全区物联感知平台建设等。

面向未来，金山将做实“数字赋

能”文章，进一步强化数字底座，培育

数字产品制造业和数字产品服务业

等新增长极。不断提高实体经济数

字化水平，激活数据新要素，培育产

业新功能，引领数字新消费，推动数

字经济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发

展。 记者 项竹彦 通讯员 陈佳斌

本报讯（记者 朱
悦昕 林鹍鹍鹏）8 月 10
日上午，金山区与中国

能建座谈交流会在区

会议中心举行。区委

书记刘健，中国能源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济师、市场开发事业部

总经理周小能出席会

议并讲话。双方就开

展更深层次、更广领

域、更高水平的合作进

行深入交流，达成广泛

共识。

座谈会上，刘健对

中国能建的到来表示

热烈欢迎，向集团长期

以来对金山发展的关

心、厚爱表示感谢。刘

健表示，目前，金山已

经清晰地确立了全面

推进“三个转型”金山

新发展的战略定位、加

快打造“两区一堡”战

略新高地的战略目标、

全力塑造“三个湾区”

城市新形象的战略愿

景，当前正处在转型塑

型、夯基垒台的关键时

期，欢迎中国能建参与

金山发展建设，为金山转型升级贡献

智慧力量。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对

接，充分发挥各自资源禀赋等优势，

在绿色低碳、城镇更新等方面积极探

索新的合作方向，创新合作模式，更

好实现共赢发展。金山将全力当好

“金牌店小二”，为中国能建在金发展

提供更优服务和更多支持。

周小能介绍了中国能建改革发

展情况和核心优势，并表达了未来合

作的意向。他表示，中国能建将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成立工作专班，在能

源融合发展、城市更新改造等方面提

供更多服务和支持，为金山高质量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希望双方加强交

流对接，建立健全长效合作机制，携

手推动双方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

域、更高水平迈进，共同打造绿色发

展示范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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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持续强化数字赋能“驱动力”

推动数字经济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发展

本报讯 今年上半年，我区有序

推进 37 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 G228
（二期）、方圆荟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项

目，平申线航道金山大桥建成通车。

金山滨海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核心

区城市设计深化基本完成，标志性建

筑概念方案国际征集工作正式启

动。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核心区主

体设计有序推进，配套商业街方案设

计基本完成。金山大道经济走廊规

划研究加快推进，汇龙湖国际社区城

市设计全面完成。

与此同时，“两廊”环境整治提升

行动启动实施，“三个美丽”建设稳步

开展。违法建筑治理有力有序，消除

违法建筑 10.9 万平方米。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加快推进，中

央、市级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有力

落实，完成第三轮金山地区环境综合

整治年度项目 16 个、第八轮环保三

年行动计划项目 4 个，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率 85.6%，PM2.5 平均浓度 30 微

克/立方米，21 个考核断面水质优Ⅲ
率达 100%。区、镇、村三级林长组织

体系全面建成，新增绿地 7.8公顷、立

体绿化 8826 平方米、森林面积 803
亩。乡村振兴示范村、美丽乡村示范

村创建加快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

稳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优化深入

开展，完成美丽庭院建设 1059 户、农

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 8800 户、农村

杆线序化 9.5 公里、村级河道整治

28.8公里。

此外，我区还持续深化“一网统

管”建设，加快建设公共卫生应急处

置、城市建设综合管理等应用场景。

安全生产“四方责任”进一步压实，危

险化学品、城镇燃气、自建房等重点

行业领域专项整治深入开展，防汛防

台应急体系不断健全，城市运行安全

和生产安全总体受控。全国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深入开展，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常态推进，保持社会大局

和谐稳定。

上半年，全区城乡建设项目有序推进

品质更优 颜值更高 运行更安全

我区为近我区为近800800家企业颁发服务家企业颁发服务““直通卡直通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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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泾镇积极打造“15分钟体育
生活圈”

通过新建、

改建、更新健

身设施设备等

方式，更好满

足市民就近就

便健身需求。

融媒互动

■金山全域旅游双层巴士运营
时间调整

金山全域

双 层 巴 士 班

次已做调整，

请 市 民 提 前

规 划 好 出 行

时间。

本报讯 （记者 王巧月 通讯员

王萍）8 月 9 日，首届上海湾区·滬之

源全域旅游论坛在山阳镇启动。上

海市金山区山阳镇政府与安徽省滁

州市琅琊区政府、江苏省东台市弶港

镇政府、云南省普洱市文化和旅游

局、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文化和旅游

局、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政府联合

成立“滬之源全域旅游联盟”，联手将

多地的“全域旅游”推向新的阶段。

普洱非遗客厅、上海湾区区域品

牌“滬之源·味”也在当天揭牌。琅琊

等地 40 多种特色产品和非遗项目同

台亮相。

值得一提的是，普洱市在山阳田

园设立非遗客厅，展陈了普洱市的

茶、咖啡、佤族织锦、黑陶茶器、象脚

鼓等，同时设有非遗体验区，游客可

身穿少数民族服装，手作普洱茶贡

茶，感受悠悠的茶马古道……

上海山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人计民表示，发展上海湾区滬之源

全域旅游，旨在发挥各方资源优势，

以乡村振兴、文化旅游发展及非遗文

化传承的“三引擎”相协调，延伸产业

链条，形成“产业本身+产业应用+产

业服务”的相关文农旅联盟。

从湖北恩施的旧司农园到咖啡博

物馆，从品味咖啡香气到感受民俗文

化，山阳田园做足土家文化“IP”，开设

特色农产品销售点，设立土家族非遗

技艺展示、观摩、体验一站式服务区，

举办“土家囡囡过大年——上海湾区

（山阳）湖北来凤年”活动，让上海市民

可就近“沉浸式”体验土家文化。

2020 年起，山阳镇利用 13 处农

民闲置宅基，引进社会资本打造滬之

源民宿街，探索“全域旅游”。未来，

山阳镇将持续做好“旅游+乡村振兴”

“旅游+音乐”“旅游+文创”等“旅

游+”融合文章。

滬滬滬之源民宿街之源民宿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