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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湾畔的潮间带里，沿着

海，自西往东，从鹦鹉洲到金山嘴，这

是一片广袤的滩涂，但至少有 3000
年的时空和人事交错、折叠和沉积。

在这里，周康王曾经筑城镇海，秦始

皇传说驻跸远眺。在这里，北宋时陷

海，明朝时抗倭，抗日战争淞沪会战

期间日军登陆，累累暴行遗痕犹在。

在这里，上海石化面海崛起，与鹦鹉

洲湿地、城市沙滩、金山嘴渔村毗邻

而居，与金山三岛隔海相望，组合而

成一道奇幻却又真实的风景。

鹦鹉洲是新辟的所在，原址其实

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石化海滨浴场，

那时的浴场简陋，海水混浊，但不影

响它成为那个年代近悦远来的海滨

度假圣地。夏季的周末里，从长宁站

开出的绿皮车将成百上千的游客送

往金山的这片海滩，送往这块风吹浪

打日晒的娱乐场。鹦鹉洲现在以新

的姿态重生，华丽转身成为悠闲、观

光与生态修复为一体的第一个城市

滨海湿地公园。东南季风仍然从海

上吹来，再次拂动一个崭新的世界：

碧波涌起，草树荡漾，鸥鹭翔集。

没着沙滩，往东，就是城市沙滩

了。长廊如波，棕榈婆娑，还有碧海

金沙，处处透着亚热带城市的风情、

精致和热闹。沙滩排球巡回赛、啤酒

节、音乐节、沙雕展，当然还有各种水

上、沙上的游艺项目……城际列车最

快的班次仅用 32 分钟就能把游客从

上海南站送达，沙滩的热闹是空前

的、时尚的。海边的芦苇还在，它们

生生不息、黄黄绿绿，仍然装点或持

续惊诧这块从原始到简陋再到时尚

的海滩。

继续往东，走沪杭公路，往金山

嘴去，隐在沿街海鲜酒肆后面的就是

金山嘴渔村了。据说这是上海沿海

陆地最早形成的渔村，也是所有渔村

在城市化进程中最后的遗存。遗世

而独立，恰巧是某种成为的资本。渔

村低于大堤，沪杭公路边的逐浪亭是

标志性建筑，沿阶往下，走金山嘴老

街，小桥窄巷，民宅客栈，池鱼流水，

海棠糕与臭豆腐，苏州评弹与摩卡咖

啡，古朴与现代融合，传说与现实交

织，海的气息穿梭其间——这已是一

个以“鱼”或“渔”为主题的网红旅游

打卡之地了。

从渔村回到沪杭公路，迎着海

风，可以眺望金山嘴，这个因海潮千

百年冲刷形成的海岬仍在坚守一种

古拙的朴素。如果游客来自陆家嘴，

那么应该会有时空穿越的恍惚，或类

似“盗梦空间”的体验。回首往西，沪

杭公路的左侧路边有出售海鲜的小

摊，新鲜的、腌渍的、晒干的，各种都

有。右边则是林立的海鲜饭店，任选

一家，坐朝南的房间，就可以品海鲜

赏海景了。不过，最美的用餐时段应

选月明的夏夜，月从东南的海上升

起，在海上铺就一条波光粼粼的、直

通大金山岛的路来。海上生明月，张

若虚的意境会从诗中走来，完美地成

就孤篇盖全唐的时空转换。

此时是适合静坐的，泡一杯茶，

或冰镇的啤酒，看山看海看月看风里

的芦苇，听风里的传说，听视野之内，

千百年来无数先民在此煮海成盐、罟

网而渔，或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

传说与故事。

周康王曾经来过。相传是在公

元前 10 世纪，康王东巡大海，在大金

山的北麓筑城，名曰康城。秦始皇也

来过。清乾隆《金山县志》记载：秦始

皇登山望海，山右有秦皇辇道。于

是，这座位于张堰镇北、距此十多公

里的小山从此便叫秦望山了。猜想

当年的秦望山既有登高以观大海的

功效，至少是极具气势的。

岸上有处地名叫做戚家墩，有人

会说是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战斗过

的地方。抗倭是事实，但并非戚家

军，当年在此抗击倭寇侵犯的是名将

俞大猷，还有胡宗宪。根据金山民间

史家戎济方先生考证，戚家墩作为金

山卫的哨所，其建成远远早于戚继光

的年代。此戚家并非彼戚家，民间传

说权作对抗倭英雄的一种美好期许

吧。永志不忘的是1937年11月5日，

淞沪会战期间，侵华日军在此沿海登

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十月初三”惨

案。距此不远，“金山卫抗战遗址纪

念园”建有陈列馆，史料或罪证将永

远地警示后人当年这段血与火的历

史。

终于该把视线投往大金山岛

了！当然，略有遗憾的是，大金山岛

已经谢绝顶临，只能远眺了！其实，

这岛原本与陆地相连，是真正的山，

直到南宋淳熙十一年（公元 1184 年）

的地震中，与山相连的陆地连同鹦鹉

洲、连同周王的康城（旧址）一并沦陷

入海，从此金山成为岛。大金山岛海

拔 103.4米，是上海的地面最高点，虽

然孤悬海上，但一直默默地注视这片

土地的，回味着沧海桑田和世事变

迁。

不过，所有的胜迹已不可考，现

在的金山三岛是海洋生态自然保护

区，是上海所辖范围内的第一个自然

保护区，是野生植物资源最为丰富的

地方，曾经的神泉和古迹或许也已经

完全地融入这山、这岛，成为后人怀

想的凭籍。

值得一提，一个更加宏大的“黄

金海岸”规划正在这片沙滩上进行，

那将是这片海岸的新的传奇。

培根，在金山的摄影界颇有些名

气。他姓俞，年近古稀，是上海市摄

影家协会会员。他是我的同乡、中学

校友、公社文艺宣传队队友和同一部

队的战友。我对他在艺术上的追求

比较了解。

培根追求艺术的轨迹大体是这

样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作为老三届

初中毕业生，他从松江二中回到了金

山县漕泾公社护塘大队务农。因为

爱文艺，先后参加了大队和公社的毛

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塑造了比较有

影响的角色是《红灯记》中的“鸠

山”。他穿着和服、压紧嗓门把鸠山

的台词念得有声有色，为贫下中农啧

啧称赞。七十年代初，应征入伍奔赴

新疆伊犁，不久进入了师文艺宣传

队。他把金山讲故事的技艺导入部

队宣传队，生动形象地讲述了一位学

习毛泽东思想标兵的故事而受到指

战员们的欢迎。在部队，他的集邮名

声鹊起，由王光美签名的一枚刘少奇

的邮票曾在新疆军区举办的艺展中

展出。八十年代转业，供职于石化地

区工商局，不久成了局里的兼职摄影

师。与摄影结缘后，他乐此不疲，舍

得花时间、下功夫，后来自费购买了

一架比较高级的照相机和数个变焦

镜。此后，便和一些摄影爱好者结

伴，走南闯北、翻山越岭，拍摄了许多

黑白、彩色相片。他的好多作品发表

在《新金山报》、《金山报》、上海石化

在线、金山旅游网等传媒上，其中不

少在市级以上的报刊和摄影网站上

刊登、展示。2009年，他的作品获《中

国工商报》十佳新闻摄影奖；2011年，

在金山率先举办了个人摄影展。

他的摄影作品琳琅满目、美不胜

收。人物、动物、风情、建筑、街景、村

落、树木、花草、山峰、河谷、大海、湖

泊、戈壁、沙漠、云海、霞光……无不涉

及。黑白片，或对比强烈、或层次丰

富；彩色片，或色彩斑斓、或气势恢

宏。最近，我集中观赏了他带领妻子、

儿子和若干驴友，奔赴西藏、新疆、青

海、四川、斯里兰卡、印度等地拍摄的

一些照片。在得知这些美妙图片是在

战胜了许多艰难险阻后才获得的情况

后，我不得不对他的勇敢、坚毅、耐苦

的精神和品格深为感佩。

最能体现他上述精神和品格的，

当属其和妻儿及若干驴友登上了世

界屋脊，在海拔 5000 米以上的“生命

禁区”拍摄喜马拉雅雪峰所遇到的困

境。寒冷、头痛、脑涨、眼睛充血、脸

色发紫、夜里难以入眠等高原反应，

没有能够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由

于儿子的不慎，边防通行证落入了溪

流之中，他来不及脱掉登山鞋迅即跳

入水中，导致冰水侵入鞋中。他不畏

艰难，穿着这双考验自己忍耐力的登

山鞋，踉踉跄跄地爬了 4 公里的山

路，终于拍摄到了多张十分难得的阳

光照耀下的珠穆朗玛的倩影。

伊犁河谷美艳的杏花，戈壁沙滩

倔强的胡杨，茫茫沙漠中丝路驼铃、

斯里兰卡海边的高跷钓鱼……点开

一张张精美的照片，我顿时领悟到：

“美，孕育于艰苦之中”的道理。

从鹦鹉洲到金山嘴

“追艺”的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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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记得我在部队服役时，有一

次，我和同事出差到福建基地，途经

福州市，中午到一家面馆吃面。老板

娘的儿子坐在那里做作业，见我们坐

下就和我们搭话，“唉唉，你们从那儿

来？”我一看，没回答他，然后这个孩

子看我没有理他，以为我没听见，就

继续扯着噪子问我，“唉唉！我问你

呢？你从哪里来？”我还是不搭理他，

小孩子这时候有的不好意了，然后在

那边大声的喊：“嘿，说你呢？听见没

有？”这个时候，他妈妈端着面条出来

了，冲他说一句：“写作业去！”然后我

边吃面，边看这个小孩，那个小孩也

在看着我，挺尴尬，然后我回他：“我

说小朋友，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回答你

吗？因为你要懂礼貌，你应该说叔叔

你们好打扰你一下，请问你们是从哪

里来，你这样说，我很乐意地告诉

你。”

这个小孩他还真听进去了，瞪大

眼睛在那不说话。然后我就坐在那

里跟老板娘说：“我有意不回答你儿

子的，他不讲礼貌的时候，让他碰个

钉子。其实我答应他一下很简单，但

是这样对他很不利，会养成坏习惯，

让他碰钉子，得到一次小小的教训。”

我想，这一瞬间，我会让孩子有

一个深刻的记忆，让他心里有一个受

挫的阴影，这将来对他有好处，使他

记忆，不礼貌地和陌生人说话，会碰

钉子，会吃苦头，会受挫。然后这个

孩子的妈妈特别地激动，跟她儿子

说：“你看这个叔叔多好，以后你没有

礼貌问路都不会有人告诉你的。”

后来，我和我的同事基本把面也

就吃好了，也该走了。老板娘就一直

送我们到门口，可想而知她内心的感

激。其实，留给我的是身后热乎乎的

感激和我心中暖暖的回味。

孩子是最单纯、善良的，当他了

解到自己的一句话、一个举动可能给

对方带来不愉快，心里就会感到不是

滋味。父母所要做的，就是要给孩子

解释清楚，他的言行在对方内心产生

了什么的感受。当体验到了他人的

感受时，孩子也能设身处地想一想，

怎样让对方高高兴兴地接受自己的

要求，轻而易举地达到目的，使双方

都很愉快。

每走一步

脚下流淌出岁月的痕迹

每一物件

都是生动的历史教材

每一画面

映照出一段历史沧桑

历史的足音清晰地浮现于眼前

拽历史于肋下

插4D影视羽翼游未来

揪一小时的光阴

染六千多年的历史

碰钉子
□曹甫根

游金山博物馆
□屠婵娟

灯湖耀新城 张顺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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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9 日，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现场推进会在

金山区漕泾镇水库村举行。市委书

记、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李强主持会议并强调，推动农

业农村现代化，是上海建设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握特点、顺

应规律，聚焦重点、统筹兼顾，全面提

升乡村振兴工作水平，塑造超大城市

乡村发展新优势，构建城乡融合发展

新格局。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

龚正，市委副书记于绍良出席会议并

讲话。市领导诸葛宇杰、彭沉雷出

席。

李强指出，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

做好乡村振兴工作的思想站位。深

刻认识“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准确把

握“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坚

持尊重农民意愿、保持历史耐心，切

实履行好耕地保护、粮食保障和重要

农产品供给的责任，持续用力做好超

大城市“三农”各项工作，不断塑造新

优势、取得新进展。

李强指出，要准确把握超大城市

乡村振兴特点，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

展新格局。在价值取向上，要凸显农

业农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美学价

值这“三个价值”。要为城市核心功能

提供战略空间，承接更多元和高能级

的经济发展功能。依托超大城市丰富

的科技资源、人才资源、市场资源，更

加有效地走科技农业、精品农业、品牌

农业之路。充分发挥乡村就近调节气

候、净化空气、缓解城市“热岛效应”、

改善超大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作用，

使春天的油菜花、夏天的荷叶、秋天的

稻穗、冬天的麦苗成为令人向往的好

风景，让广大市民更好感受农耕文化、

田园风光、自然之美。

李强指出，在整体布局上，要优

化新城、镇域、乡村这“三个空间”。

“五个新城”重在发挥聚集功能，按照

独立综合性节点城市定位，加快建设

引领高品质生活的未来之城，加快打

造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为上海未

来发展构筑新的战略支点，为周边的

镇域乡村更好赋能。镇域重在发挥

联接功能，强化联通城乡的纽带作

用，通过完善公共服务配套、发展特

色产业，更好承接农村人口转移。镇

域发展要注意规模适度，根据核心

镇、中心镇、一般镇的规划定位，集约

高效、错落有致、富有特色地发展。

乡村重在发挥底板功能，要根据村庄

规划着力抓好建设，加强人居环境整

治，彰显乡村综合价值，打造成为城

市后花园。

李强指出，在发展阶段上，要认

清空间稳定、地位凸显、功能复合这

“三个趋势”。乡村空间正在由不断

收缩向基本稳定转变，乡村资源的稀

缺性进一步显现，乡村对城市、对市

民越来越不可或缺，从承担农产品保

障供应功能向承担多元复合功能转

变，由承担附属功能向承担核心功能

转变。上海乡村已经具备优势凸显

的条件、拥有乘势而上的机遇、积累

蓄势待发的力量，正迎来大有可为的

全新发展阶段。

（下转第2版）

本报讯 （记者 金宏）4 月 10 日

下午，金山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学习

教育环节总结暨查纠整改环节部署

会在区会议中心召开。市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第一指导组组长

董卫民出席并讲话，区委书记、区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组长胡卫

国主持会议并讲话。

董卫民指出，一要准确把握总体

要求，确保方向不偏。查纠整改是教

育整顿的中心环节，关系到教育整顿

工作是否动真碰硬、触及要害、见到实

效。必须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党

中央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市

委部署要求，把准正确方向，坚定稳妥

推进，确保取得实效。要坚持把学习

教育贯穿始终，要准确把握政策要求，

要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二要增强自我

革命意识，依纪依规依法查纠。查纠

整改政治性、政策性强。必须按照党

章党规和政策指引，刀刃向内、刮骨疗

毒，开展好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大体

检，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决

啃下清除害群之马这个“硬骨头”，维

护好法纪严肃性和权威性。要把握查

处重点、强化工作举措、精准适用政

策。三要深入整治顽瘴痼疾，取得更

大实效。查纠问题的成果关键要落实

到顽瘴痼疾的彻底整治上。必须聚焦

群众反映强烈、影响执法司法公信力

的多发性、顽固性、典型性问题，坚持

“减存量”与“控增量”齐抓，做到问题

不解决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

要找准病灶、要靶向整治、要抓源治

本。四要压实领导督导责任，形成整

体合力。稳妥有效开展查纠整改，是

区委、政法各单位和指导组的政治任

务。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政治自

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同作

战，确保各项工作到位有力。区委要

担负起主体责任、政法各单位尤其是

“一把手”要担负起直接责任、纪委监

委和组织、宣传部门要发挥协同责任，

共同完成好查纠整改任务。

胡卫国要求，准确把握工作要求，

确保查纠整改不偏不倚、蹄疾步稳。

查纠整改环节是教育整顿的中心环

节。问题查纠深不深入、整改彻不彻

底，直接决定教育整顿的成效。要全

面对标对表中央、市委决策部署，确保

查纠整改扎实有效。一方面，要把准

思想脉搏，持续筑牢坚如磐石的理想

信念。另一方面，要把准舆论方向，持

续营造教育整顿的良好氛围。抓好正

面宣传和舆情管控。聚焦重点发力，

稳妥有序推进查纠整改工作。一要打

好违法违纪查处的主动仗。思想发动

要全面深入、害群之马要严肃清除、宽

严政策要精准把握。二要打好顽瘴痼

疾整治的攻坚仗。要切实找准“病

灶”、要深刻剖析“病因”、要彻底清除

“病根”。三要打好抓源治本的持久

仗。要统筹好“当前治”和“长久立”的

关系，坚持猛药治疴与抓源治本相互

贯通，做到既清扫“面上”问题，又解决

“里子”问题。同时，要注重举一反三，

善于从个别政法干警违法违纪中查找

制度机制上存在的问题，及时堵住漏

洞。四要打好为民办实事的民心仗。

教育整顿成效好不好，关键还得看人

民群众满不满意。

胡卫国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思想，从群众身边的事情做

起，从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扎扎

实实解决一批人民群众反应强烈的问

题，以实际行动回应好人民群众的关

切。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查纠整改落

地见效。查纠整改政治性强、任务重，

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合力推

进。一要压紧责任链条。要压实主体

责任、直接责任和协同责任。二要加

强督促指导。各单位教育整顿办要加

强督促检查，及时帮助解决难点、堵点

问题，严防问题查纠不深入、整改不彻

底。同时，要加强与市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领导小组第一指导组的沟通交

流，多听取指导组的意见建议。三要

全力配合中央督导工作。要提高政治

站位，对于督导组布置的任务、交办的

事项第一时间响应，全力做好保障。

会议传达了全国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工作推进会和市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学习教育环节总结暨查纠整改

环节部署会精神，并通报学习教育环

节情况，部署查纠整改环节工作。

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

第一指导组副组长邹伟等出席会议。

金山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学习教育环节总结暨查纠整改环节部署会召开

推动查纠整改坚定稳妥有力有序开展

市委书记李强察看金山乡村振兴工作推进情况市委书记李强察看金山乡村振兴工作推进情况 陈正宝陈正宝 摄摄

金山两个项目参与市、区重大工程集中开工
涉及天然气管网和学校建设

本报讯 （记者 武云卿 林鹍鹍鹏
通讯员 陆炜）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决

策部署，充分发挥市、区重大工程在

“十四五”开局年的引领示范效应和

战略支撑作用，4月 9日上午，上海市

在漕宝路快速路新建工程项目现场，

举行市、区重大工程集中开工仪式。

同时，金山区设分会场，与主会场以

视频连线的方式同步完成开工仪式。

市、区重大工程二季度集中开工

的项目中，金山主要涉及上海市天然

气主干管网沪浙天然气联络线工程

与金山区第二实验小学南校区拆除

重建工程两个项目。

上海市天然气主干管网沪浙天

然气联络线工程由输气管道和输气

联络单元组成。输气联络单元位于

天然气主干网金卫首站内，设计规模

30 万标立方米/时，计划于今年竣

工。工程的建设将实现沪浙两地天

然气管网互联互通互保，对促进上海

市产业经济发展、保障能源供应安

全，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具有

重要意义。

金山区第二实验小学南校区拆

除重建工程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拆

除现状建筑，新建教学楼（行政办

公）、食堂（体育馆），并同步实施地

下车库和室外总体工程。新建总建

筑面积 14211 平方米，其中地下建筑

面积 4700 平方米。教学规模为 20
个班。

项目位于石化街道东礁一村 29
号，北至龙胜路，南至秀林街，西至东礁

街，东至东礁二村。用地面积约11564
平方米，项目总投资10775.73万元。

金山区第二实验小学南校区效果图金山区第二实验小学南校区效果图

上海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现场推进会在金举行，市委书记李强主持会议并要求

塑造乡村发展新优势 构建城乡融合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