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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历史上的今天

百人百心百人百心
■ 王国兴

人生百味人生百味

沃土贤人
《奉贤报》复刊20周年《永远的眼睛》序言

□中共上海市奉贤区区委副书记 袁晓林

左手“地铁”，右手“拿铁”
■ 陈 伟

谱志新语谱志新语

6月29日
1999年6月29日，县委组织部

等部门举行“有志青年下农村任职
锻炼出征仪式”。向社会公开招聘
的80名青年将分赴全县80个行政
村进行为期2年的任职锻炼。

6月30日
2011年6月30日，林海公路正

式通车。
7月1日

1954 年 7 月 1 日，奉贤开始进
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普查结果全
县 总 人 口 276341 人 ，其 中 男 性
132472人，女性143869人。

7月2日
民国17年(1928年)7月2日，赵

天鹏就义于四团镇。
7月3日

1995 年 7 月 3 日，奉贤县少数
民族第一次代表会议召开。选举
产生了县第一届少数民族联合会
委员、常委、副会长、会长、秘书长。

7月4日
1989 年 7 月 4 日，奉贤县首次

向光明乡西胡村等13个单位和9户
“三资”企业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
证》和《集体土地使用证》。

7月5日
2013 年 7 月 5 日，上海奉贤职

业教育集团成立。
（区档案馆辑录）

讲好奉贤故事，以事实感动
人，以真情温暖人，以精神鼓舞
人，以正能量激励人，这一直是区
委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
效抓手。欣喜看到，奉贤报记者
景岚同志将自己 18 年来写的新
闻人物通讯汇集成一本《永远的
眼睛》，正式与读者见面了，内容
契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
求，是贤文化建设的又一新成果。

在贤文化滋润的奉贤大地
上，从来不缺少动人故事。本书
作者以敏锐的视角发现并真实生
动记录了各行各业的典型人物和
重大事件，有从奉贤走出去的将
军刘伦贤、舞蹈家周洁、青藏铁路
首任总工程师庄心丹；有无私奉
献深受群众爱戴的党员干部袁顺
莲、钟惠英、顾军、张裕明；有上海
乃至全国劳模（先进）何德良、陆
仁龙、张惠、郭雪萍、王永斌、姚巧

兰；有世锦赛射击冠军李君、张亚
菲；有引进的艺术大家、名医；有
企业家、创业者、创新者；有外来
党员和普通打工者；有见义勇为
的百姓英雄，还有更多的是普通
市民的真情故事，他们中很多人
被评为感动奉贤人物和集体，读
来让人既感动又亲切，并为家乡
这片土地上孕育出如此多的贤人
贤事而骄傲。家乡美，贤人多，在
这本书中找到了完美的注释，历
史将会记住他们。

握铁有印，踏石有痕。这部
《永远的眼睛》新闻通讯集，正是
为奉贤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传承贤文化，传递正能量，做
了一件“有印有痕”、意义深远的
好事。在此，要感谢奉贤报社的
精心编辑，感谢记者景岚同志用
心记录并妙笔生花，为贤文化建
设，增添了新的光彩。

期盼多年的“5南”终于进入到
紧锣密鼓的施工之中，到2017年末
建成开通，奉贤将迈入一个新的时
代：“轨交时代”。喜看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的同时，人们对于城市的生
活品质也寄予了希望。

说到生活品质，除了重大基础
设施，也离不开亟待建设的公共服
务设施，比如剧院，比如体育场馆
……但说到底，我们的生活并不仅
仅是由这些符号构成的，也许，一
座公园，一个邻里中心，甚至一家
书店，一间鲜花店，才赋予了这座
城市的友善，才使得这座城市文而
化之。那些散落在街头巷尾的、散
发着浓郁醇香的咖啡馆，也同样以
其浪漫与温情呈现着城市的美好。

做到极致的，就被誉为“咖啡
城市”。比如说台北，就凭借着咖啡
的浓香，以及在咖啡的浓香中所展
现出的城市悠闲与优雅，被评为全
球十大最佳咖啡城市。遗憾的是，
去年我的台北之行虽然也不失为一

次深度探访，就像人们所说的是用
脚步丈量城市，但还是抱憾错失了
台北的“温罗汀”与“康青龙”。临近
台大的温罗汀、康青龙，是指温州
街、罗斯福路、汀州路、永康街、青田
街、龙泉街及其周边延伸的街巷，在
这两个区域，分布着很多咖啡馆和
独立书店，成为台北人以及游客公
认的人文荟萃的文化生活街区，不
少人干脆称之为“咖啡社区”。淡江
大学有教授对温罗汀作这样的解
读：一座城市不曾因同质与标准化
发展的扩展而伟大。台北这座城市
与古典无缘，离不朽太远，也无力追
求如上海北京一般的大规模开放荣
景，但温罗汀的街巷经验，却由乍似
散漫无章的地貌表面积累出其他华
文城市无法取代的人文层。而这文
化厚度，才真正揭露了一座城市的
精彩。

魔都上海，曾经的十里洋场，中
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今天无疑是国
内最具国际范儿、最具小资情怀的
城市，不仅咖啡馆星罗棋布，而且，
喝咖啡的人群几乎也与喝茶的一样
多。但是，生活的节奏、人心的浮
躁，这座城市离“咖啡城市”还有一
步之遥。

南桥，先前的一江之隔，使得这
里有点封闭，但是，西风东渐，这些
年来，也陆续有“上岛”、“两岸”、“悠
仙蓝杉”等一些或连锁或独立的咖
啡馆开业。但严格来说，这几家都
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咖啡馆，它们
的营收主要还是来自简餐、商务套
餐甚至棋牌，咖啡的占比很低，所
以，它们其实还只是兼卖咖啡的餐

厅、俱乐部而已。
真正意义上的咖啡馆，是城市

化与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以后的
产物。生活的精致是缓慢呈现并需
要用心去体会的，因此，只有当人们
开始变得从容、淡定，真正领悟生活
的本质之后，咖啡馆才有可能成为
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咖啡总是与沉静、恬静、回味、
时光、心灵相融合，它的属性是

“漫”，也是“慢”。漫城慢生活，
才是咖啡馆滋长的空间。而南桥的
相对封闭，使它多少有点小国寡民
的意味，竞争压力不大，生活节奏
也较慢，漫城慢生活，小城故事
多，可以（也应该）有很多的咖啡
馆。于是，“星巴克”终于姗姗来
迟，尽管它的百联店将就了，但是
新都汇店终于像是一个“馆”了。
于是，属于慢咖啡的韩系咖啡也来
了，“动物园”置身于美人鱼休闲
街，有点冷清，但反倒幽静。紧随
其后的又一家韩系的“咖啡陪
你”，光顾的也未必只是海上国际
影城的候场人群。本土的“凡花
园”、“小凡花园”，尽管也一样卖
饭、卖茶，但店堂的环境与氛围，
已经越来越像咖啡馆了。而我更期
待浦南运河北岸的南郊休闲商业
街，是否能够像通阳路的餐饮一条
街一样，继“上岛”、“埃尔”之后
集聚更多的咖啡馆，在拔地而起的
楼群中，在水波曼妙的运河边，形
成一个悠闲、优雅的咖啡社区？

左手“地铁”，右手“拿铁”，对于
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我有着这样
的生活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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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英

培训老师给力，我得以提前一
小时离开。外面大雨如注，却丝毫
不影响我的心情，因为这样的天气
在今夏的上海太常见了。我打开
伞，径直走入雨幕中，一步步蹚着
水向家走去。

街上几乎没有人，偶尔看到少
量汽车霸气地开过，溅起的水花扑
向人行道。雨水浇到小腿上，凉凉
的，我不禁打了个寒噤。于是我加
快脚步，很快，小区就在眼前了。

若是在晴天，小区门口前总是
很热闹，因为经常有一些老人在这
里卖蔬菜和水果。他们交易着，谈
论着，俨然一道风景线。但我感觉
他们不专业，从来没有在这里买过
菜。今天，一如我想象，果然很冷
清。

突然，我发现离大门不远处蹲
着一位老人。走近一看，只见他把
自己全部缩在雨衣里，两只眼睛微
微地闭着，面前小铁盆里放着大约
三四斤螺蛳。作为北方人，我从来
不吃螺蛳，也不懂螺蛳。就算他卖
三十元一斤，也不过一百块左右，
犯得着这么大的雨在这里杵着吗？
突然，我想到如果我买一些，他也
许可以早点回家休息。但我还是清
醒的，如果把这三四斤全买回去，
老婆肯定会骂我的，那意味着绝对
的浪费行为和不可预知的家庭矛
盾，这是我不愿看到的。因此，我能
做的，太有限了！

“老板，螺蛳怎么卖的？”我对
着他大声喊。他赶紧把微闭的双眼
睁开说：“四元！”地道的奉贤话，但
我还是听清了。不过我无法相信，
他在雨中坚守的价值，竟然不到二
十元钱。我脑子一转，说：“十块钱
一斤！可以，给我来一斤！”他赶紧
伸出四个指头说：“四元！不是十
元！”我说：“四元，这么便宜，给我
来一斤吧！”他变戏法地从雨衣下
拿出一杆秤和一个塑料袋，然后用
手抓螺蛳到塑料袋里，抓了三下，
给我称起来。我听他小声嘟囔道：

“有点多了！”我赶紧说：“那把多的
拿出来吧，不要客气！”只见他闭上
眼睛，大约有两秒钟的时间，然后
睁开眼睛说：“算了！这么大的雨，
你还出来，挺不容易的！”说完，不
容分说，就把塑料袋递给了我。

我口袋里刚好有四个硬币，其
他都是百元钞票。我发现我实在无
法再做什么了，就把硬币拿出来给
他。我用低沉的男中音说：“谢谢老
板，请注意身体！”我突然意识到我
说一句不该我说的话。他抬头看看
我，嘴角不经意地露出了笑容。我
提起螺蛳，逃也似的走进了小区。

晚餐时，一盘色香味俱佳的香
辣螺蛳受到了老婆特别的表扬，儿
子也吃得津津有味。我嘛，吃了人
生中第一颗螺蛳，味道真是不错，
内心感觉幸福极了！

也许，幸福生活就这么简单！

今年 5 月底，我参加了会计继
续教育培训班。班上突然有位学员
手摇着书本“扇子”说：“热，开空
调”。讲台上的孙老师，手指一侧墙
壁上一排开关说：“空调自己去开
吧。”“不热，开啥空调。”蓦然有学员
说。瞬间，教室里七嘴八舌，也逼得
我说出一句话：“哎呦，百人百心，依
了谁好呀？”顿时，教室里鸦雀无声，
只剩下孙老师那清脆的讲课声。

是啊，教室里有150位学员，真
的不知依了谁好啊？讲天气，预报
说有雨，气温摄氏24度。有句老话

曰：心定自然凉。或许，说不热的学
员提早到教室自然凉了；或许，说热
的学员急急匆匆刚进教室，心没定
下来自然热了。

“百人百心”，不是在真空里，
而是活跃在人们生活中。我自然想
起一句老古话：“公吃馄饨婆吃面，
媳妇要吃荞麦面。”咋一听均有理，
其不然，各自偏爱自己，各自尊重自
己，而忘却了他人，忘却了全局。记
得曾经刚到昆明工作时，我们几个
上海人给食堂炊事员出了个大难
题：上海与昆明的饮食习惯大相径

庭，怎么合二为一？昆明人喜欢吃
辣味，不辣不成菜，哪怕一个汤都是
红彤彤的辣椒籽。炊事员很关心我
们，准备做两样的菜。但我们是“沪
滇”合资的公司，那就得“入乡随
俗”，工作是主题，饮食是副题，合资
公司说白了是人与人的合作，须得
从饮食上开始。

其实，吃食堂的人均心知肚明，
百人百心，众口难调，尤其公司给员
工免费用餐的食堂。曾目睹有员工
把菜肴倒扣在餐桌上，以示不爱此
菜。

“百人百心”，有人说无法改变，
但有科学说，当两人长期在一起，尤
其男女两人成为夫妻后，心会改变，
志同道合。由此，我想起一句成语：万
众一心！它把百个“百人百心”凝聚成

“万众一心”，真是无比的伟大啊！

身边故事身边故事

雨中买螺记
■ 李继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