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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潮AA44

台风“烟花”登陆金山附近，正好

是周日。站在八楼阳台眺望，瓢泼大

雨似万千道水帘，肆意摇摆挥舞。我

心下踌躇，今天正好轮到我去医院看

望母亲，想着答应给母亲买桂圆吃，

可那么大的风和雨，还买不买？

母亲马上就要虚岁九十，五年多

前因摔跤而一病不起，住在护理院至

今。幸赖医生护工精心诊治看护，加

上母亲平素并无恶疾，硬朗地活到现

在。只是久卧病榻，只知晨昏交替，

却无具体时间概念，脑子有些糊涂

了。特别是清明、冬至前后，母亲似

乎陷入阴阳交界旋涡，说话总有些骇

人。时间久了，我也有些习惯，对母

亲的话不以为意。

出梅后上海大热，每次去医院总

是大汗淋漓，病房里空调 24 小时运

转，清凉如水。母亲突然带着责备的

口吻说：“叫你买桂圆来，怎么不买？”

我心下一愣，母亲什么时候让我买桂

圆的？我以为母亲又在说胡话，就搪

塞道：“好好。”含糊了过去。

下一个周末，我去医院，母亲看

见我很高兴，又问：“桂圆买来了吗？”

我心下大惊，母亲怎么还没忘记买桂

圆的事？就试探地问：“阿姆，侬真的

要吃桂圆啊？”母亲脸上现出红晕：

“桂圆不要放多，水里烧十分钟，放点

冰糖。如果再放两只水潽蛋，这就是

给毛脚女婿上门吃的。”母亲讲得有

点吃力，不响了，但脑子似乎不糊

涂。我站在病床边，给姐姐打电话。

姐姐说：“桂圆性热，吃了上火，母亲

大便本来就不好，还是不吃为好。”看

母亲有些昏睡，我便想告辞离去，母

亲却突然睁开眼：“桂圆只要烧十分

钟，放点冰糖，不要忘记了。”

我还是一头扎进雨幕中，记得小

区附近有家杂货铺，应该有桂圆出

售。果然有，品种还不少，我挑选了

最贵的那种，每颗桂圆黄外壳上都盖

有“莆田”的红章，回家裤管尽湿，心

里却高兴。按照母亲嘱咐，剥了十颗

桂圆，肉很紧致厚实，烧煮十分钟，加

冰糖，一尝偏甜了，心想甜可以加水

冲淡，应该不要紧。

迎着狂风暴雨来到医院，病房里

却像诺亚方舟，静谧安宁。我表功似

地对母亲说：“今朝外面台风很厉害，

侬晓得伐？”母亲耳背，根本听不见窗

外大风呼啸声。我对母亲说：“桂圆

烧好了，要吃伐？”母亲微闭的双眼突

然睁开：“要吃的。”我把一颗桂圆放

入母亲嘴里，母亲的嘴蠕动着，很享

受的样子。我怕桂圆核呛住气管，赶

紧把桂圆又拿出来，剥下桂圆肉给母

亲。母亲用残存的牙齿使劲咀嚼着，

我问：“好吃吗？”母亲含糊地答道：

“好吃的、好吃的。”正好护工小黄过

来，她埋怨我桂圆带得太多，三到五

颗就行了。但我和小黄都没想到，母

亲把十颗桂圆肉全部都吃了下去，还

把汤都喝掉了，那汤可有些甜，母亲

平时不喜欢吃甜的啊。

母亲心满意足地躺着睡了，我心

里也像吃了蜜似地开心。下次来看

望母亲，就依小黄说的，少带几颗桂

圆来。这件事让我感到，孝顺老人，

“孝”固然重要，“顺”更迫切，尤其是

对耄耋父母而言。做儿女的，还能有

多少时日“顺”着他们呢？

我外婆家在金山嘴渔村，小时候

我家姊妹多，我的童年一直是在外婆

家度过。这几年金山嘴开发旅游景

区，我喜欢旅游，所以又频繁去了金

山嘴渔村，顺便又回到外婆家，去看

看我的表哥、表嫂、表弟、弟媳，感受

一下他们这些年翻天复地的变化和

幸福生活。

杭州湾畔，东海之滨的金山嘴渔

村，靠海有一条海塘公路，海塘北是

个小渔村，一条青石板路通向南北老

街，这个小渔村拥有六千年的历史，

海渔文化源远流长。

我小时候喜欢听我外婆讲过去

的故事，解放前，他们世世代代靠海

吃海，海会给人带来财富，也会给人

带来灾难，一旦台风大潮，泥海塘挡

不住汹涌的潮水，屋被淹物被冲，出

海渔民遇到大风大浪性命难保，几

乎难逃船破人亡的命运，这是个落

后、苦难的小渔村。再加上 1937 年

农历十月初三凌晨，日本人从金山

嘴爬上海滩，烧、杀、抢、夺，无恶不

作，村民苦不堪言，日本人把整个渔

村烧成一片废墟，村民们哭着、喊着

四处逃难。

以前渔民生活太苦了，居住条件

很差，就在海塘边，用几根毛竹作柱

子，几梱茅草或稻草盖屋面，搭起了

赖以栖身的草屋，女性在家结网，男

性在近海捕鱼，勉强养家糊口。

解放后，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

下，渔民生活逐步走上正轨，渔民由

渔业公司统一领导，出海捕鱼起初

是小划子船，再到小舢舨，后有机帆

船，鱼捕得多了，生活开始有了很大

的改善。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船

也造得大了，动力也足了，又用上了

雷达鱼探器、底拖网等新设备，捕鱼

又多又省力，渔业公司统一指挥，向

远洋进军！捕鱼范围从杭州湾走向

远洋，南至钓鱼岛，北至韩国济州

岛，每次出海时间达半年之久。那

时出海渔民已有 800 多人，机帆船

45 艘，年产量达 116 万担，是上海渔

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1981 年曾荣

获上海市模范先进集体的光荣称

号。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湛蓝的海水

给了渔民丰厚的收入，生活富裕了，

经济有了高度发展，每个渔民年收入

在二三十万元，金山地区最富裕的就

是渔村。所以那个时期，渔民家家户

户开始翻造楼房，以前的小平房、草

屋全部改变面貌。我有三个表哥、三

个表弟，每家每户都是漂亮的三层楼

房，好气派！造房土地不够，由政府

批准向北、向东、向西扩展，现在的小

渔村面积，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比，

增大了好几倍，现在不是小渔村，而

是大渔村了。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杭州

湾的渔业资源逐步在枯竭，海里鱼比

原来少多了，国家要求控制捕鱼量，

要保护海洋生态平衡，保护渔业资源

的再发展。大部分渔民不得不告别

赖以生存的大海，弃船上岸，寻找别

的营生。部分村民进社办厂，还有经

营个体产业，也有进石化厂打工，自

找出路，上海最后一个渔村经历巨大

改革变化。

到了 2010 年，在市、区、镇三级

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金山嘴渔村开

始了村庄改造，为了保留上海最后一

个渔村的海渔文化，同时兼顾老街居

民的居住环境，进行了仿古修缮，以

白墙、黑瓦老式风格为主，开发旅游

业，国家出钱打造“移步异景、处处看

景”的老街风貌，渔村古韵，又有海渔

文化和民俗风格的结合，由此实现了

从传统渔业向旅游业的转型发展。

现在旅游业很兴旺，一到节假日，南

北这条老街，像上海城隍庙一样，摩

肩接踵，热闹非凡，街面各小吃店生

意红火，店主都忙不过来。沿海塘马

路上，旅游人更多，熙熙攘攘、川流不

息。鱼摊上，各类鱼虾应有尽有，买

卖生意兴隆。酒店鳞次栉比，客人满

堂，一派欣欣向荣景象。面朝大海，

海风吹拂，别具一格的渔家客栈，住

满了客人。

村中的祥鱼湖内打造了音乐喷

泉、激光水幕，市民旅游从各处奔来，

享受到声、光、水、雾、人一体的艺术

美。金山嘴渔村已经在这里打造网

红打卡点，人气超旺。金山嘴的夜晚

比白天更漂亮，提升了区域旅游品牌

和金山新城的整体形象。

金山嘴的发展变化翻天覆地，

用笔写不完，用口说不尽，她是祖国

改革创新、飞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上海最后一个活着的渔村里，从

前的渔民过着无忧无虑小康的生

活。

1971 年元月的一天，我

穿上了没有领章帽徽的崭新

绿军装，成了一名准军人，和

全市数百名新兵一起登上了

开往西北边陲的军列。

火车出了嘉峪关，天气变

得十分寒冷，棚车型的军列里

点燃了火炉。为了鼓舞士气，

带领我们的尚指导员扯开嗓

门讲起了一个个发生在军营

里的故事。我听着听着，觉得

这些故事里的情节很熟悉，后

来明白他是在讲述我之前提

供给他的那些小说书里的故

事。知道故事底细的我，等到

他讲到关键处便带头高呼小

说里设定的“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

国”一类的口号。尚指导员见我配合

得很默契，便眉开眼笑地表扬了我。

到达乌鲁木齐后，我们换乘解放牌汽

车，颠簸了四个白天，来到了伊犁河畔

哈萨克自治州某地的新兵教导队。

新兵教导队的任务是把我们的

言行举止改造成为一名准军人。起

床穿衣，快速敏捷；理床叠被，整洁方

正；洗脸刷牙，快速麻利；出操跑步，

整齐划一；口令报数，干脆有力；敬礼

唱歌，规范响亮……这些，对在寄宿

制中学里接受过正规训练的我来说

一点也没有问题。在新兵教导队，最

考验我的是夜间紧急集合。

紧急集合演练过多次，其中一次

可谓刻骨铭心。这天夜里，北风呼

啸，雪花飞舞，紧张训练了一天的我

早早地进入了梦乡。突然，“滴滴滴

哒……”紧急集合的军号声响起，我

急忙翻身起床，穿衣、戴帽、打背包。

这些是在几乎没有一丝光亮的黑夜

中进行的，我的背包带尚未扎紧，有

的战友已推门而出，我急忙尾随。

狂风劲吹，雪花直往脖子里钻，

一不小心脚底一滑，我一个踉跄把脚

腕给扭了。急行军对腿脚的考验是

很严峻的，我一步一拐地奋力前行，

疼、累把我折腾得头冒热气、汗流浃

背。天蒙蒙亮的时候回到了军营。

我解开沉重的羊毛大头鞋，右脚腕又

红又肿，被大家送进了医务室。此

时，倒也没觉得怎么疼，因为我在为

“没有拖了大家的后腿”而感到欣慰。

后来，我经过 3 个月的连队锻

炼，即被调到了师政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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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来袭买桂圆

□张召华外婆家

红灯引航
为求真理举步艰，

烟笼挑灯画舫前。

拓路荒野穿草地，

凿冰峭壁度雪山。

胸怀家国驱虎豹，

心系苍生还民权。

乾坤力挽星河灿，

华夏由此谱新篇。

屹立东方
自力更生建家乡，

万众归心广积粮。

抗美援朝震宇寰，

卫疆击越慑列强。

两弹一星从天降，

三山五岳遍地香。

制高北斗开眼处，

东方之巅旗飞扬。

梦续辉煌
盼迎期颐贺百年，

神州处处不夜天。

党循初心许宏愿，

政施清廉换人间。

乡村丽景舞蹁跹，

祥和宜居醉留连。

而今策马蹄声劲，

逐梦共襄锦绣添。

贺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

□朱惠斌

建党百岁 伟业千秋（篆刻）

干伯超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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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过后，我区积极开展灾后恢复工作

台风已过境 防范不松懈

■“烟花”生命史可达14天！
破两项记录！

台 风“ 烟

花”对上海的

影响正在逐步

减弱，但螺旋

雨带仍带来雷

阵雨。

本报讯 （记者

金宏 朱悦昕）7月 26
日上午，区委书记胡

卫国带队前往廊下

特色民居、上海浩丰

果蔬专业合作社、吕

巷水果公园、上海施

泉葡萄专业合作社

等处察看受灾情况，

并就做好下一步工

作提出要求。

胡卫国首先来

到廊下特色民居，实

地察看积水情况，强

调要始终把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放在第一位，迅速

行动、多措并举，确

保周边居民正常生

活和出行安全。

在上海浩丰果

蔬专业合作社，受台

风“烟花”影响，整个

基地受淹面积达到

1100 多亩，大棚内的

小青菜、杭白菜等更

是 被 淹 没 不 见 踪

影。胡卫国上前仔

细察看受灾情况，并

强调要及时排查、统

计各类风险点，逐条

逐项登记造册，建立

形成台账，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走进吕巷水果公园，胡卫国详

细询问了蟠桃的受灾情况和救灾

措施等，强调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有力有序开展救灾行动，切实

做好灾情定损、理赔工作，努力将

损失降到最低。

在上海施泉葡萄专业合作社，

胡卫国边走边看，听取负责人对受

灾情况的介绍，并叮嘱工作人员要

注意安全、加强自身防范。胡卫国

指出，要保持高度警惕，杜绝麻痹

大意思想，全力以赴继续抗击台

风，确保打赢这场硬仗；要牢固树

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采取

有力措施，扎实做好灾后重建和恢

复生产生活工作，尽量将损失降低

到最低；要总结经验做法，汲取经

验教训，及时排查各类风险点，确

保不再出现类似问题，尽最大努力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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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御台风“烟花”一线,廊下人

民众志成城，发生了不少暖心小故

事,有人舍己为人奋不顾身,有人坚

守初心带头“冲锋”,也有人身处风雨

仍苦中作乐。

安置点常规检查，民工“捡回一条命”
7月 25日，廊下镇特色民居家园

作为全镇安置点之一陆陆续续接收

在建工程、危房、简易棚内的转移群

众。大家井然有序排队、测温、量血

压、签到……

廊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

人员在给安置人员做常规的测温、

量血压时，发现一名建筑工人皱着

眉头，似乎有些许身体不适。“师傅，

你过来坐这边，是不是有什么身体

不舒服的地方？我们给您量个血

压。”这位师傅姓姚来自河南，是建

筑工地的工人，今年 57 岁。医护人

员测血压时发现姚师傅的血压非常

高，于是马上联系当天在镇卫生服

务中心值班的全科副主任医师陶爱

平。

陶爱平了解病人情况后，立即

带上常规药物赶往现场。经过反复

测量，陶爱平判断姚师傅的症状是

高血压三级极高危状态，伴随有心

脑血管意外的并发症风险。姚师傅

一直认为是太劳累导致的头晕，没

有放在心上，也没去做全面的身体

检查。在服用常规降压药后一段时

间，再次给姚师傅测量血压，依旧没

有好转迹象，陶爱平立刻申请转上

级医院紧急救治。姚师傅一开始很

抗拒，陶爱平耐心解释说：“您的血

压太高了，咱们人的血管就像一个

气球一样，你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

气球吹到极限了，再不进行治疗就

会‘爆炸’，非常危险。”最后还给姚

师傅家人打电话说明情况，姚师傅

这才同意前往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

分院救治。目前，姚师傅的血压已

经得到控制，病情也相对稳定。

迎战台风“烟花”，廊下民兵在行动
7 月 25 日下午 2 点，民兵们一起

在景阳村市河水闸加固河堤。由于

有一段路河堤缺口挖掘机进不去，

必须人工装泥加固，大家克服重重

困难，经过 5 个多小时的努力，终于

筑 起 了 一 道 高 1 米 ，长 15 米 的

“墙”。

“我们 30 多个民兵大部分已经

3 天 3 夜没回过家，累了就在镇上武

装部的休息室靠一会儿。虽然很

累，但是每次有村民连声说谢谢的

时候心里就很暖，觉得很值得。”民

兵应急连连长邹叶劲介绍说，昨日

景阳村市河水闸的堤坝是用泥土加

固的，每个装泥土袋子混着雨水都

有 50 斤重，几百个装满泥土的袋子

堆起了一道“防护墙”。晚上吃饭的

时候，很多民兵拿筷子的手都在颤

抖。

暖心邻居急询问，巧手阿姨缝雨衣
“小陈，出事了！”南塘村党总支

书记陈宵春电话响起，那头传出冯

阿姨焦虑的声音。原来，早上南塘 7
组一条埭上的村民看到河内水位增

高，想到谢阿姨的房子可能要进

水。由于谢阿姨一直一个人居住在

平房里，无儿无女，怕她一个人在家

不安全。邻居阿姨们就想去她家看

看情况如何，结果喊了好久都没有

开门，屋里也没有声音，邻居们都很

紧张。了解到情况后，陈宵春安慰

道：“我们的志愿者已经把阿姨接到

村里安置点休息了，您放心，你们也

要注意安全。”

友好村两委班子带着志愿者在

许家埭上帮助村民清理房顶天沟，

埭上的沈阿姨知道志愿者因为爬扶

梯，雨披拉链崩坏了，就第一时间把

破损雨衣拿到家里，用缝纫机进行

修补。“谢谢阿姨。”“你们跑来跑去

太辛苦了，连续几天了，我们这种都

是小事，你们工作时要注意安全。”

此外，志愿者给安置点的村民和去

现场后淋湿的志愿者煮了红糖姜茶

暖身。

廊下镇上的视频监控还显示，

景钱路上出现了一位路过的姑娘，

她一个人蹲在风雨里迟迟不走，坚

持徒手清理道路旁雨水篦子进水口

的杂物，一把又一把，直至看到雨水

能顺利下排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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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天里的暖心故事

7 月 25 日 16 时，金山发布防汛

防台Ⅰ级应急响应（红色预警），全区

立即启动Ⅰ级响应行动。这是金山自

1997 年建区以来发布的首个防汛防

台红色预警，“烟花”也成为近年对

金山影响最严重的台风。

金山内河多个点位的水位创历

史极值，多处水闸出现“闸门漫顶、

外河水倒灌”情况。为进一步提高

区内河排水能力，当前，市水务局正

在金山抓紧实施“张泾河南延伸排

海工程项目”建设，预计明年上半年

可落成。届时，金山的出海口将由

一个增加到两个，内河排水能力大

幅提升。

在强劲风雨面前，全区上下众志

成城、风雨兼程开展抢险救灾工

作。26日一早，万联村万安 13组，秀

州塘东侧防洪堤出现漫水情况，外

河水位已经逼近水闸高度，周边涵

养林内已溢满河水，镇水务站安排

两辆挖机对两侧进行加高工作。而

在朱泾镇新泾村部分较低洼路段出

现积水情况，路过的骑电瓶车的村

民也放慢了车速，并下车推行。

“昨晚发现附近出现倒灌情况

后，两台排水泵连夜工作，目前正在

退潮阶段，水位正在逐渐下降。”村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发现朱泾镇掘石港西侧附近的

防汛墙出现渗漏现象，镇应急小分

队与民主村工作人员 30多人立即赶

赴现场，用沙袋对渗漏部位进行处

置，减少内涝隐患。此外，朱泾镇也

已对辖区内较低的防汛墙进行急加

高。

“烟花”台风渐远，为确保有序

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对于发生淹水

倒灌的重要基础设施，要在灾情稳

定后第一时间开展抽水清淤工作，

并对关键设施开展细致排查，对受

损设备及时更换，对受灾部位进行

修复，经安全评估通过后恢复建设

运营。全区大型商超开始逐步恢复

营业。在麦德龙，生鲜、水果、鸡蛋、

蔬菜等商品琳琅满目，市民正在选

购，“前两天风大雨大，走不出门，所

以今天出来买点米线、鸡蛋。”戚阿

姨满满收获感。

商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整个

台风期间，麦德龙凭借着总部的供

应链，在极端恶劣的天气下组织物

流车辆及时补货，保障全区市民的

商品供应，并且商超所有的肉类、鱼

类、新鲜的蔬菜等，都在严格冷链的

控制之下保证商品新鲜度。据介

绍，目前，全区蔬菜供应充足，价格

平稳。

前日 12：30时起，金山巴士所有

公交线路将视道路情况逐步恢复营

运。昨日起，金山铁路、公交线路全

面恢复。

区农业农村委也第一时间与太

平洋安信农险金山支公司沟通，启

动农业保险应急响应机制，并及时

协调区农资公司，调配绿叶菜种子、

农药、化肥、地膜等各种农业生产资

料。7月 26日，太平洋安信农险金山

支公司应急突击小队第一时间前往

受灾严重的廊下镇开展查勘定损工

作。目前，该公司申请了 500万元的

预付赔款资金，并将于一周内对受

损大棚和蔬菜进行保险预理赔。截

至 27 日 10 时，全区农田受灾 4.9 万

多亩，大棚受损6000多亩。

为确保第一时间接报案、第一时

间到现场、第一时间查勘、第一时间

赔款，该公司利用“e 农险”、保险线

上管理平台和自助报案小程序等科

技手段，打通绿色理赔通道，简化理

赔手续，启动预赔付机制，提升理赔

时效，以尽快帮助本区农户恢复生

产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

高效、有温度”地做好后续理赔工

作。

区防汛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安

置人员撤离安置点前，有关部门将

对他们的原住所进行安全评估，看

是否具备搬回条件。为保证安置点

群众回家后的生命财产安全，石化

街道安排专人对金卫 3组的房屋水、

电、结构等进行了实地勘察。专业

维修人员正在志愿者的带领下，挨

家挨户检查水电和房屋结构。遇到

电路不通、线网吹断的房屋，工作人

员会一一记录，并同房东联系及时

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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