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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品由
上海市金山区
作家协会提供世界上从来没有天生的英雄，只

有在危难之际勇于担当的凡人。每

当危急时刻总要有人站在前排，而我

们香颂湾小区的党群志愿者们就是

这样一群可敬可爱的凡人。

3月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正当人

们憧憬着享受美好春光的时刻，新冠

疫情袭击了上海这座繁华的大都市。

警灯闪烁的黄昏
3 月 30 日傍晚，我碗里的饭还没

吃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来，

“老陈，现在马上到小区北门来，我

们小区被封控了。”香颂湾居委会黄

顺章书记那略显焦急而又坚定的声

音传来。我明显感觉到事态的严重

性，来不及吃完最后一口饭，立马起

身奔向北门，一场战疫拉开了序幕。

黄昏时刻，北门口早已乱成一

团，小区大门外停着几辆警灯闪烁的

警车，一群穿着防护服严阵以待的警

察，装满黄色铁板的卡车，工人正忙

碌着在大门处安装硬隔断的黄板。

大门内惊慌失措的人们来来去去地

穿梭着，昏暗的路灯衬托着跳动的人

影，更显得忙乱。

一直庆幸非常安全的香颂湾小

区，突然在筛查中发现有一户做水产

生意的业主被确诊为无症状感染

者。不敢相信危险突然离我们这么

近，心中莫名产生了一种恐惧。

黄书记一边不停地在接听电话，

一边沉着冷静地指挥居委会的工作

人员。

我站在旁边等待他交给我的任

务，他刚放下电话就对我说：“老陈，

今天我们西区 49 号楼一个业主被确

诊，小区现在就被封控，我要随时与

山阳镇防疫指挥部联络，还要布置各

项防疫任务。我现在任命你担任香

颂湾志愿者队长，志愿者的所有工作

由你全权负责，拜托了！”

“黄书记，请放心，我保证完成任

务！”简单的几句谈话，立刻让我感到

身上担子的沉重。

香颂湾西区现有居民 630 多户，

总人数超过 1600 人，保护这么多人

安全的责任压在身上，让我感受到从

未有过的压力。

既然组织上把这个艰巨的任务

交给了我，作为一名受党教育多年的

共产党员，在困难面前必须站出来，

为党、为人民排忧解难，没有丝毫推

脱的理由。

警灯还在不停闪烁着，那刺眼的

红蓝交错的光，犹如一柄无形的利

剑，搅动着香颂湾原本祥和安宁的空

气，也搅乱了每一个人的心。

疫情催生的临时党支部
疫情就是命令，防疫就是战场。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香颂湾小区所有

居民都如临大敌，不知所措。此时，

所有人的心中都被恐惧和惊慌的阴

云笼罩着，夜色也仿佛更加的深沉，

更加的黑暗。

黄顺章书记非常镇定，严峻的目

光里带着一丝忧虑。看着已经一周没

有回家的他，我对他又多了一分敬佩。

他摸了摸已经花白的头发，凌乱

的头发有几处竖得笔直，黝黑的皮肤

在黄昏的霞光里闪着一层油亮的光，

口罩旁边露出的胡子，一看就知道有

好几天没有刮了，唯独目光还是那样

的坚定。

他忙而不乱地指挥着在场的每

一个工作人员。两手叉腰，沉思片刻

后对我说：“我们现在有三位区委组

织部的同志来报到，我提议我们马上

成立香颂湾防疫领导小组，并召集各

单位向居委会报到的党员同志，把所

有党员组织起来成立香颂湾防疫临

时党支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我对他的提议表示赞同。

话音刚落，刚向居委会报到的区

委组织部的钟源祥、彭圆圆、杨一帆

三位同志就急匆匆地赶到我们面

前。经过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三位

同志积极请求黄书记安排任务，并马

上投入到志愿者行列中。

黄顺章把建立党支部的想法一

起交流了一下，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好

主意。然后，他就地召集了物业经理

唐福华、志愿者副队长王李兵、朱志

涛在小区北门口现场开会，宣布马上

成立防疫领导小组和香颂湾防疫临

时党支部的决定。

黄书记说：“临时党支部由我担

任书记，负责整体防疫工作；黎萍书

记、陈中伟、钟源祥三位委员，特殊时

期口头任命，其他党员同志全部编入

临时党支部。”然后又说：“黎萍书记

已在封控前带领居委会周峰同志全

面负责香颂湾东区防疫工作、陈老师

全面负责小区志愿者工作、钟源祥全

面负责组织管理和宣传工作。”

然后，他又转过身对钟源祥同

志说：“钟科长，你们组织部几个同

志的任务是，马上整理、拟定香颂湾

西区 3 · 30 闭环管理工作方案和临时

党支部组织架构的方案。”又转身对

大家说：“我要求大家各司其职，为

了方便布置工作，紧密联系，随时沟

通各种信息，马上建立 3 · 30 香颂湾

防疫指挥微信群，随时应对各种事

态变化。”

此时，距小区被封控才不到三个

小时，我们小区的临时党支部框架就

基本确立，为我们小区打赢这场防疫

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夜色也渐渐深了，广场边的树影

也变得很模糊，树枝轻轻地在微风里

摇曳着，唯有路边的灯在夜色里显得

格外的明亮，独自在这深沉的夜里等

待着黎明的曙光。

（未完待续）

又是夏天，院子里的绣球长出了

绿叶。一丛丛一簇簇，把院子妆点得

生机勃勃。在冬天里落尽树叶的紫

藤慢了一拍，还没长出新的枝叶，褐

色的枝条上冒出的是一串串同样褐

色的花苞苞，乌沉沉的，让人以为没

有从冬天里醒过来。

天气热起来了，母亲告诉我紫

藤树枯死了。人家的紫藤树都开花

了，自家院里的这棵啥也没有。光

秃秃的要叶没有要花也没有。她跑

到树边踮起脚尖仔细观察过，一番

左看右看后确认是真的枯死了。她

看不到花，也看不到嫩叶，只看到了

褐色的枝杈。妹妹去年花好多钱买

的树，买回来的时候是一树的花花

串儿，淡雅清新，母亲心生欢喜。如

今紫藤树没活下来，她好像丢失了

心爱的宝贝一样，耷拉着脑袋不吭

声。

院子没有人打理，一片荒芜。紫

藤寓意紫气东来，去年特意种在东墙

边，植株软软的，母亲还砍了两根竹

竿给它支撑着。她爱花，爱一切美丽

的东西。花儿每天都是她在管，浇水

施肥搭绿荫。我和妹妹也是她的花

儿，她也爱管着我们，做饭洗衣带孩

子。

她的老年手机每天下午三点和

晚上八点，会准时打给我们。如果不

接她电话，她就会继续打下去。她的

手机里保存的都是自己家人的电话，

没有其他人的电话。

“回来吃饭吗？要吃什么菜啊？

荤菜要吃啥？蔬菜吃什么？”非等我

们把要吃的菜名报给她，不报她买菜

没有方向。有时候正忙着工作，没有

时间和她多说一句就让她随便买点，

她接了电话后没精打彩。等下班回

去抢着吃光她做的好吃或不好吃的

菜，她才会喜笑颜开回到最初的状

态。

“这个是姐姐要吃的，这个是妹

妹要吃的。”她总会在吃饭时说起她

买的菜是谁要吃的，就是从来没有说

过哪个菜是她自己要吃的，从来没

有。

我从小体弱多病，不大好养，而

妹妹是扔在沙漠都会生根发芽的

人，所以母亲有意无意总是多关心

我一点，妹妹也不吃醋。我们从来

没有想过母亲已经在往年老的路上

走去，我们每天理所当然地吃着她

做的一日三餐，享受着她给我们做

的每件事。

开着花的紫藤树种在院子里，

让荒芜的院子蓬荜生辉。母亲又在

树下种了鸢尾花。她说这花也是紫

色的，花很好看而且好养。鸢尾花

围饶着紫藤树，紫藤树依恋着鸢尾

花。旁边高大的皂角树在她的头顶

给她遮荫，阳光从树叶缝隙间穿过，

落在地上成了班驳的光影，喜鹊栖

息在树枝上对着她欢唱，尾巴翘向

天空。

夏日在阳光的纵横交错里，恍若

穿越时光回到童年，眼前出现了年轻

时候的母亲。风吹动她长长的头发，

乌黑发亮没有一根白发。天空纯净

悠远，母爱的光芒散发在老屋前的风

吹麦浪里。儿时有怀抱可依，有奶香

可嗅。有抚摸，有疼爱。所有的日子

都是快乐，所有的快乐里都伴着母亲

慈爱的笑容。

每天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去多关

注院子里的树啊花啊，只是清晨总会

被鸟儿的欢歌唤醒，清寂的天空里有

空灵的啼叫，悦耳婉转。各种叫不出

名字的鸟儿相互之间说着早安，忙着

在丛林的深处营筑着自己的新家繁

衍后代。屋后的清洁工人也在这个

时间段里忙着清理垃圾桶，沉闷的拖

桶声带着长长的尾音在鸟儿的悦歌

里，一重一轻，彼此默契呼应。新的

一天，就这样在盈盈袅袅的热腾腾里

开始。

母亲每天来我家就是她的工作，

不来她不舒服。但来了之后我们都

去上班了，她一个人在客厅里看一会

电视，做些家务才放心回去。好在离

得不远，骑个自行车十五分钟的路

程。这十五分钟的路程，她也像上班

要迟到一样地赶，不知道为何要那么

的匆忙，问她这么着急干吗呢？她说

她总是担心我们出去不关门，怕家里

有啥东西被偷掉。强迫症一样的，怎

么解释她都听不进。为这事跟她说

过一次又一次，说得嘴巴都快起茧

了。

有时候真的怀疑她是不是痴呆

的前奏，老是会忘记我也是快中年

末期的人了，怕我这个没有做好那

个没有做对。家里的煤气灶是不是

关了，水龙头是不是拧开着在放

水。车库的门关了没有，湿浴巾是

不是又堆在床头。在她的脑子里，

我都是少根筋的人，只有她是最清

醒的，而且是永远清醒着。每次给

我上的课就是出门要关灯拔插头，

大门和车库门都要锁上，灶头的火

要关掉，开车不要玩手机，晚上尽量

少出去。她喜欢当个大人没有错，

我就乐意做个孩子被她训。习惯成

了自然后，哪天她没有声音了我还

感觉少了啥了。

我鸢尾花一样地依恋着她，随着

年纪的增长这种依恋越来越强。她

越来越像个妈，我越来越愿意做个女

儿。我尽情地享受着她的母爱，因为

生命里只有一次机会做她的孩子，将

来不会有再一次。她越来越用儿时

的话语腔调跟我说话，我越来越感觉

被幸福包围。

失眠的夜里我也想过，终有一天

她会撇下我，任我怎么呼天抢地呼唤

她都不会回来。那种绝决的分离会

让人窒息，想到这些眼泪就会止不住

地掉下来。有时候真希望人世间永

远是夏天，紫藤花也可以四季开着，

这样也就一直串连起母亲长长的欣

喜。

春夏交叠里，城市的夜色越来越

温柔。晚上八点的电话又叮叮响起，

旋律般地扭动起没有波澜的日常。

“睡觉没有？没出门去啊？早点睡觉

觉啊，这样对身体好。纱窗记得关

好，有虫虫飞进来的。”母亲又当我是

孩子了，说话都是极尽呵护的音调。

停了一会儿，电话又响起。还是母

亲，她换了一种声调：“忘记告诉你了

啊，院子里的紫藤没枯死，今天我看

见开出了好多好多一串串的紫色的

花，真好看啊。你明天起来看看啊，

保证你喜欢的不得了。”母亲爽朗的

声音如潺潺流动的溪水，亮晃晃着叮

叮咚咚的快乐。

床头的灯光氤氲着桔色，温暖覆

盖着我的全身。有睡眠障碍的母亲

总算拥有了一个开满紫色花朵的夜

晚，像又回到了刚认识父亲时的那个

她，眼睛发亮，脸庞粉嫩，年轻愉悦。

而院子里的紫藤花正弥漫在初夏的

风里，摇曳风姿，翩翩婀娜。

风里，悠悠柔柔的都是满庭的芳

香。

山顶枕着太阳时

山谷已经做好

接纳太阳发送而来的金线

如漏斗状

一个聚宝盆

里面种植

樱花、梨花和紫藤

在山谷中走走坐坐

想象也散发很远

想象自己浇花、施肥、拔草

看花蕾萌芽，雨露滋养

想象自己买木材和钉子

在山谷旁的湖边

造一座小楼

想象树木慢慢长大

绿荫与水波一起摇晃

想象屋檐上挂满星光

月亮的小船在深夜

悄悄驶入梦乡

想象用一片落叶

写满诗句，飘在

抚仙湖上

在抚仙湖边的

太阳山小镇

山谷中静谧的时光

缓慢，似乎静止

当我驻足，回望

赛里木湖、喀纳斯湖、泸沽湖、琉森湖

还有诸多让我安心和从容的湖泊

都已成为，我生命中的

瓦尔登湖

“党风”遮雨（一） □陈中伟

瓦尔登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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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武
云卿 封健炜）5 月 18
日上午，区委副书记、

区长李泽龙带队赴区

发改委开展工作调研，

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有

关工作汇报。

李泽龙指出，既要

立足当前，又要着眼长

远，以更宽的视野抓谋

划、促发展，发挥牵头

抓总、综合协调作用，

对标对表全年既定目

标任务，逐一分析研

究、逐项抓好落实；要

用活、用好各项政策，

充分发挥政策带动效

应，更好赋能全区经济

社会发展；要重点关注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

重大社会事业项目，提

升宏观把控能力，进一

步完善政府投资项目

的代建工作，集中技术

力量、提高代建公司的

专业水平；要积极与市

级有关部门对接，紧盯

最新的复工复产复市政策，争取上级

部门更多支持；要不断优化工作推进

机制，调动各方资源，压实四方责任，

将工作体系建设向纵深推进。

本报讯（记者 朱
悦昕）5 月 18 日上午，

区委书记刘健以“四不

两直”方式前往山阳

镇、石化街道等地，实

地检查巩固疫情防控

成果、有序恢复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工作，并现

场了解公交线路恢复

运行、汽车维修点恢复

经营、农贸市场复市、

主要服务场所恢复经

营等情况。刘健指出，

要坚决杜绝侥幸松劲

心理，抓实抓细疫情防

控各项措施，充分发挥

“场所码”“数字哨兵”

作用，不断健全完善工

作方案，更好恢复城市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刘健首先来到金

山万达枢纽站，实地察

看金山3路恢复运行情

况，现场听取车站日常

管理、线路班次安排、

上车查验等情况介绍，

并与市民乘客亲切交

谈。刘健指出，要加强

分析研判，在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

下，根据防控形势及市

民出行需求，不断优化

调整运行方案，确保精

准周密。

在位于山阳镇的一家汽车维修

点，刘健现场了解汽修业务恢复情况

以及日常疫情防控等情况，并关切询

问存在的困难问题。刘健指出，要压

紧压实各方责任，切实增强防护意识

和能力，牢牢守住疫情防控安全底

线。

来到位于石化街道的蒙山路市

场，刘健实地察看市场恢复经营、日

常管理及疫情防控等情况，并询问货

源及客流量情况。刘健指出，要认真

总结经验做法，及时查找漏洞、改进

不足，因时因地、动态调整防疫手势，

不断健全完善工作方案，确保疫情防

控管理到位、市场平稳安全运行、生

活物资量足价稳。

随后，刘健还检查了蒙山路沿街

商铺，了解沿街餐饮店、水果店等恢

复经营情况，并慰问道口民警和志愿

者。刘健指出，要持续抓好“落脚

点”、抓实“就业岗”、抓牢“场所门”、

抓紧“流动中”，确保我区实现常态化

精准防控，更好恢复城市正常生产生

活秩序。

从5月18日凌晨开始，金山防

范区内的机动车可在本街镇、园

区防范区范围内上路通行，商超、

水果摊、理发店等一大批商业网

点恢复线下营业，新城公园、荟萃

园等也同步开园……金山正朝着

主动迎接挑战，扎扎实实向常态

化疫情防控阶段迈进。这些成绩

的取得，得益于我们把高效指挥、

超前谋划、群策群力、全民参与贯

穿始终，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疫

情可控受控，率先在全市动态清

零，成为全市首个防范区允许适

度有限流动的区，交出了一份浸

透着全区上下心血汗水的阶段性

合格答卷。在这里，向每一位金

山人的艰辛付出致以衷心和崇高

的敬意。

行百里者半九十。胜利的曙

光越来越近，但“越来越近”还不是

“真正到来”，稍有松劲懈怠就可能

前功尽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新要求，我们必须要毫不动摇坚持

“动态清零”总方针，拿出越战越勇

的劲头，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按照

“迈小步、不停步”的策略，持续巩

固疫情防控成果，统筹常态化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序恢复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真正做到两手抓、两

手硬、两促进、双胜利。

毫无疑问，迈向常态化防控阶

段，停摆中的社会正逐步解封，人员

流动起来，疫情防控接下来将面临着

更多的风险。这势必要求我们超前

谋划，通过建立健全常态化的精准防

控机制，发现要早、处置要快、管控要

准，在做好“落脚点、就业岗、场所门、

流动中”防控的同时，努力提升社会

治理现代化水平，确保风险始终处于

可控受控状态。

突如其来的本轮疫情，不可避免

地对大家的工作生活带来了一定的

影响和冲击，目前逐步解封、有序恢

复，但不等于全面放开，个人防护要

更自觉、更到位。“三件套”“五还要”

仍要保持，主动监测、主动报告、主动

就医、主动扫码，尽量减少非必要流

动，保持社交距离，避免扎堆集聚，当

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相

信，只要大家积极调整好心态、利用

好政策、协调好关系、解决好纠纷，发

扬和衷共济、守望相助的精神，艰苦

创业、积极就业，倡导文明、追求健

康，我们就一定能够彻底战胜疫情、

恢复美好生活。

我们都清楚，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需要社会相对静下来，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社会流动起

来。两者存在着矛盾之处，需要

我们把对立的矛盾统一起来。接

下来，迈向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

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两张答卷。

惟有牢牢守住疫情防控底线，才

能有序恢复正常经济社会发展。

时间催人、形势逼人，对照年初各

项目标任务，很多工作已停滞很

长时间。需要我们把握“放”的节

奏、拿捏“防”的分寸，全力统筹常

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把工作节奏调得更快，按下各项

工作的快进键，才能把疫情耽误

的时间抢回来、把疫情延误的进

度赶上来、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

起来。

当前，这场大战大考业已进入

最后时刻的冲刺。让我们发扬连

续奋战的作风，慎终如始、善作善

成，加快向着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

迈进，为更好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坚决打赢大上海保卫战而继续

努力。

一辆物流车驶近厂区，门口的工

作人员已准备好一根 3 米长挂着网

兜的竹竿，兜里装着一瓶矿泉水、一

盒方便面和一个抗原试剂。车子停

下，司机在驾驶室里就着递上的竹

竿，现场扫场所码、做抗原检测，接着

再“无接触”消杀、卸货。“办法虽土，

但管用。”上海汇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钱建中说，防疫准备足，复

工才能跟得上。

作为上海首批实现社会面基本

清零的行政区之一，金山区疫情防控

保持稳定向好态势，各行各业的复工

复产正有序推进：5 月 12 日，金山在

全市率先开放部分银行网点营业；截

至 5月 13日，规上工业企业复产率达

到 74.4%、复市商业网点 1891 个、农

业企业（合作社）复产率达96.7%……

防疫稳，复工快，依靠“强防线、早发

现、快处置”，金山慢慢找回了久违的

烟火气。

见事早、行动快
避免“火星”变“火苗”

金山虽处上海远郊，相对来说地

广人稀，但与中心城区高密度防疫难

题不同，它位于浙沪通道要冲，道口

纵横、水系交错，密度不大敞口大。

如果不筑牢“堤坝”，病毒破开口子几

乎能够长驱直入。很多人以为金山

率先社会面基本清零是“靠天吃饭”，

实际上，防疫举措抓早抓细抓严抓

实，才使得金山“抢先一步”、更多从

容。

在 S19 高速金山卫出口，交警和

防疫工作人员岗哨拦车，一一查看司

机及同行人员的证件、核酸检测报

告，并仔细询问去向。这正是金山

“一停、二问、三查、四放”的防疫要求

落地。

“自社会面基本清零以来，防疫

的压力其实更重。”区委书记刘健说，

这是全区上下辛辛苦苦一起取得的

果实，一定要保护好。为了防止冒出

“火星”以及“火星”变“火苗”，金山每

天有一个流调信息研判的例会机制，

根据流调结果确定哪些是防疫重点，

以最快速度早发现、早处置。

在此前疫情散发阶段，金山一老

城区附近，流调人员在 1000 多人的

建筑工地上发现有疑似病例，而且工

人们大都居住密集、共用卫生间，存

在较大感染风险。（下转第2版）

“靠天吃饭”还是“早细严实”？
——金山率先社会面基本清零复工复产一线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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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本报评论员

融媒互动

■我区疫情防控期间就医保障
热线电话调整

为有效保障市

民就医需求，我区对

疫情防控期间就医

保障热线电话进行

了调整。

致金山市民的一封信致金山市民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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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同心抗疫，
争取疫情早一点过去、胜利早一点到来，共同为打赢大上海
保卫战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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