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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阶段，区级机关党工委组织系统内各党组织开展“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我们做什么？”大讨论，发动党员干部撰写心得，共收到征文108篇，作

品精神饱满、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为生态岛建设建言献策，体现了机关党员干部积极投身生态岛建设的主人翁意识和昂扬的精神风貌。我们遴选其中

4篇获奖征文，以馈读者。

编者按：

孟夏明月夜

环岛的防洪堤是有丁字坝的，

一直向着江心探出臂膀，托着灯塔

给江夜渔船指路。漫步坝上，近水

听闻涛声，眼前一片苍茫。所谓的

天地混一、水天一色，大抵是不能用

五官直接观测到的，这种意境发乎

胸间，与外物情景融为一体，最终于

心神空灵的瞬间捕捉。

我的朋友得益于家中老宅占地

颇广，索性在中庭挖了一汪清池，养

着这些个锦鲤：红白两色，如血溅霜

原。平日里静卧池中倒也相安无

事，一到投食时分便如泉涌来，为饵

食争得水花四溅，红红又白白，煞是

好看。他又在池边以青竹叩石兼有

庭鲤戏水，一静一动之间陡然生出

一份闲情。

闲时漫谈，他跟我说起，这锦鲤

也是鲤，鲤鱼终究是要跃龙门的。

他平时好生伺候着，圈地作池，教它

囿于一池，教它不为食忧，教它忘了

自己生而为鲤，它便只能乖乖作池

中戏，再也折腾不出这个丈许的世

界了。我只得哑然，大抵这就是习

得性无助吧。

孟夏既至，江边近水且多风，自

然成了众人纳凉的好去处。黄昏时

分，随着人群拾级而下，堤岸再也无

法阻拦教人微醺的江风，我这被晒

得发昏的脑袋更是贪享此刻清凉，

不禁沉醉其中。恍惚间发现，此刻

自己也是四遭环水，蓦然念起朋友

的愚鲤之道，竟无由来地觉得自己

有如被圈养的庭鲤一般。

难怪有人觉得，这生态文明便

是与农业挂钩，便是要山清水秀不

要钢铁都市，便是要保持一副田间

乡野的模样，便是要一直做个土包

子，不免心生一点怨气来。我觉得

这正是江中孤岛的一点劣势，有如

庭鲤眼中只能见得食饵一般，若是

没有人点醒，怕是不会意识到自己

的天然优势罢。今朝要谈生态文明

建设，我觉得有一点不得不讲：得其

大者可以兼其小，风物长宜放眼

量。岛上人家，有的是世外桃源的

别致环境，这自家房前屋后的一点

绿意，自己摆弄些个农家小菜，体会

天地间一点真意，能随时与自然交

流，这是多少都市蚁族期盼的所谓

“净化心灵”，所谓自信便是从这“人

无我有，人有我精”中来。常有人感

慨往昔岁月如何瑰丽，有多少良辰

美景已经随城市发展一去不复返。

我不禁感到幸甚，一是为故乡的生

态发展欣喜，再者是为故乡的世界

级定位感到欣慰。社会发展是不变

的主题，今朝崇明稳步向前，跨越后

工业时代、直接进入生态文明发展，

一番新的景象已跃然。纵是时代洪

流席卷，纵是水泥森林拔地，至今仍

能得见孟夏夜坝上明月，少有人能

这般深刻体会到社会发展是如何能

够做到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滚滚长江东逝水，崇明正处在

长江入海口，更是占了近水楼台的

优势；而今蓝图已绘就，三岛势将化

作一尾迁鲤跃出旧池，借着万川奔

海的劲儿畅向世界。

□ 施佳剑

老知青的坚守

老张是上海知青，33年前，他下

乡来到崇明陈家镇，那时，他没日没

夜地劳作，为的是在土地上开垦出良

田。如今，老张在东滩早出晚归，为

的是守护湿地、守护候鸟。

近些年来，在高额利润的诱惑

下，许多唯利是图的偷猎者铤而走

险，一次又一次将罪恶的捕鸟网撒向

东滩湿地这片候鸟“天堂”。决不能

让东滩湿地这片净土成为偷猎者牟

利的“屠宰场”！然而，抓捕非法狩猎

并非易事，茫茫滩涂、潮沟密布，植被

长得最高的地方达4米，老张和同伴

们每天就这样直接走在滩涂上，从草

滩走到海边的泥滩。从大堤走到泥

滩，约4公里，老张大约走50分钟，这

4公里“路”全是踩出来的，要穿过茂

密的芦苇带、踏过低矮的藨草带、跨

越深浅不一的潮沟，到达与海域相接

的光泥滩，再徒步回来。冬季穿着近

5斤重的齐胸连身水裤，每一脚都陷

进松软的淤泥再用力拔出，这对体能

有着极高的要求。除体能外，还要对

地形熟悉，由于潮汐运动，滩涂里被

冲刷出一条条深浅、宽窄不一的潮

沟，还会随潮汐发生变化。有天夜

里，老张与同伴去巡查，不慎一脚踏

进潮沟，大腿顿时陷入淤泥之中，当时

正值退潮，水位很低，但沟底淤泥十分

松软，老张下意识地挣扎，结果越陷越

深，才十几秒，淤泥已到胸口，最后是两

个伙伴听到他的呼救才将其拽出来。

“我们巡查，至少要两人一组，彼此有个

照应。”

东滩的迁徙鸟类活动最频繁的是

11月至来年4月期间，偷猎等违法行为

通常也集中在这段时期。近几年来，保

护区组织了冬季“夜鹰行动”、春季“春

隼行动”等专项执法，为鸟类张开了一

张张安全网。每天凌晨，老张他们先对

鸟类栖息区域进行巡查，3时左右，赶在

当地猎户们捕鸟前在滩涂边、芦苇荡中

伏击；23时，一起窝在执法车上过夜更

是家常便饭。

如今，崇明东滩已成为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自然生态保护区，建立了河

口湿地生态系统定位监测、野生动物

疫源疫病监测预警和综合大气成分观

测研究三个科研公共平台和一套常态

化的资源监测制度。“东滩是鸟儿飞行

途中的加油站，而我们的职责就是保

护好加油站。”

33年过去了，他放弃过到市区做

公务员的机会，放弃了很多能与家人欢

度周末的时光。他曾一度累倒在工

作岗位上，住院一个多月。他说：“并

不觉得苦，因为心里有一份坚守。”老

张的团队来自五湖四海，平均年龄

49岁，25个人，60%是党员，老张年龄

最大，是老大哥，“我们都是为了一个

共同的事业和理想来到东滩。没有

信念，是耐不住寂寞的。”

最近，老张的团队在策划“重走

工地、提升质量”活动，党员们徒步

“一仓一仓”地去寻找质量问题，“东

滩工地战线很长，很多都是在极其

恶劣的施工条件下抢出来的工程，

我们要让工程‘硬’起来。”老张说，

通过徒步对新建的20多公里围堤

进行质量检查，发现质量缺陷和安

全隐患涉及5个方面共计100余仓，

形成21条“任务清单”。他带头将

上述问题反馈给项目总承包单位，

紧盯不放，直到整改完成。老张还

有一个更高的要求，“我的愿景是，

无论你在与不在，鸟儿认定东滩就

是天堂。”

一边是一望无垠的芦苇滩涂，一

边是波涛汹涌的茫茫大海。突然，一

行白鹭从芦苇荡里惊起，掠过湛蓝的

天际，飞向远方……

□ 朱丽娜

让崇明岛披上华裳

假如，你是来崇明岛旅游的客

人，满目便是绿野油油，青草葱茏，

林木繁茂，百花争艳；耳边树叶欢快

地跳舞，河流快乐嬉戏，鸟儿热闹私

语；深深地呼吸，菜花清香百花芬

芳，沁人心脾，你一定会感叹海岛的

美丽。

崇明岛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

水土洁净，温度适中，四季分明，光

照充足，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吸引无

数候鸟在岛上栖息。这样的海岛是

个森林花园岛，四季绿树成荫、鸟语

花香。

然后我想象，在充满绿意和花

香的生活空间，是人与自然平衡、和

谐的居住环境。城区道路宽阔，随

处都是一幅绿荫如眉、鲜花点睛、百

鸟朝凤的图画；街市秩序井然，居民

安居乐业，游人兴致盎然，每个穿梭

其中的生灵都享受着公共设施的完

善和自然环境的怡人。

游弋在充满花香和绿意的大自

然，生活在舒适整洁的社区，海岛的

居民身体健康，积极向上。因为各

种健身设施齐全，晨锻晚练已成为

一种习惯。有了清新空气洗肺，有

了精神食粮充电，人们充实快乐地

享受着每一天。你们看，整个社会

氛围，生活秩序良好，素质全方位提

升，有亲情护航，有爱情点缀，有友

情维系，人们生活在公平进取的环

境，积极展现自身价值，海岛一天更

比一天美好。

也许，你会说，这根本就是世外

桃源，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地方？根

本就是美好的梦想，怎么可能实

现？但是，历史给了崇明机遇，我们

理应是抓住机遇的筑梦人。梦想是

我们对自己的信任，毅力才是我们

对梦想的承诺。那么，佩戴党徽的

我们该在这份承诺书上写些什么

呢？

发展需要不断创新，机遇总是

伴随挑战。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需要选择性地摒弃旧的事物，开拓

性地创造新的格局，然后才能有新

的面貌、新的局面。

花蕾问大地：希望在哪里？大

地回答：你就是希望！水土洁净、温

度适中、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故乡

的一片天地充满期待，站在起航线

上的崇明，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跨

越式发展，当然也需要我们满腔的

热情。

不管你身处什么岗位，尽力做

好本职工作，就是为崇明的建设添

砖加瓦。不管你参加什么活动，珍

惜每一次参与的机会，就是为崇明

的明天累积了一份质变的能量。我

们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拓

展它的宽度，增加它的厚度，这是人

生的价值，生命的内涵。

假如，我能拥有马良的神笔，此

刻我就让我的岛美轮美奂，俨然东

海边熠熠生辉的明珠。

假如，我能拥有花仙子的花钥

匙，我一定马上让我的岛披上华裳，

成为地球村瞩目的岛。

当然，我没有神笔，我也没有

花钥匙。但我可以拥有，哪怕是

一枚缝针，一针一线用心缝制岛

的华裳！

□ 黄菲菲

小细节可撬起大世界

生态，大家都在提，但是你到

网上搜一搜生态岛，那个具有世界

眼光、被编入联合国绿色经济教材

并作为首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的，

就是崇明。现在生态建设大家都

在搞，怎样才能搞出“世界级”，这

是我们当下面临最重要的问题之

一。所谓“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

里之行，始于足下”，我认为小节、

细节就是症结，小细节可以撬起大

世界。

我做过好几次的交通志愿者，

因为几次之间相隔的时间较长，所

以感官上差别还是比较大的。以

往做交通志愿者的时候会去喊两

声甚至走上前说：红灯，要等待，注

意安全；大爷，骑车过斑马线要下

来推行。前几天，我又去做交通志

愿者，一直想着纠正“逆行”和“压

线”，结果，让我失望了，我一个也

没抓住“现行”，有点“小失落”。

可见，大家都改正了一个人

“红灯行”，一群人闯红灯的行为。

大家都能够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

示行动，整个交通环境呈现繁忙而

有序的画面。我一直在想，怎样才能

做一个合格的生态岛市民，其实很简

单，从走正脚下每一步开始，从不要

“中国式过马路”开始，时刻记住你就

代表着崇明的形象，生态崇明、美丽

崇明、幸福崇明需要你的点滴而又可

拨千斤之力。

垃圾分类是个老话题，但也是个

新话题。之所以说是老话题，那是因

为已经提了有十几年。本世纪初，上

海被列为全国垃圾分类试点城市，

2011年上海正式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但是直到现在，垃圾分类一直未见明

显成效，甚至，你在网上可以看到以

前的“示范小区”出现倒退的情景。

但是，生活垃圾分类刻不容缓，要知

道上海每十六天的生活垃圾可以堆

出一座金茂大厦，而通过填埋方式处

理垃圾的办法既浪费土地资源又污

染环境，亟需通过垃圾分类来实现垃

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并

让垃圾前端分类和末端处理实现无

缝衔接。之所以说垃圾分类是个新

话题，因为国务院办公厅今年三月份

转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住房城乡

建设部发布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实施方案》，上海被列入生活垃圾

强制分类城市。垃圾分类不再是

试点，不再是赶赶时髦，而是要动

真碰硬强制分类。从建设世界级

生态岛的目标来看，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是基本要求，我们必须要积极

响应，时刻对照标准落实。

今天，你分类了吗？我们要从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宝贝”这个

角度来看待和处理垃圾，其中有害

物最要认真对待，胡乱丢弃它们的

结果是不可预知的，它们对环境的

破坏有可能是不可修复的。我们

要时刻保有这种清醒的认识和危

机感，垃圾分类才能做得更好，走

得更远。我们不但心要齐而且行

动要齐，为把垃圾分类打造成崇明

生态岛建设的品牌而贡献自己的

力量。

细节决定成败，只要坚持在小

节、细节这些症结上下功夫，就没

有什么困难是不能攻克的。绝对

不能忽视“蝴蝶效应”，要谨记汉昭

烈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

而为之”的教训，滴水可穿石，锲而

不舍方显真功夫。只要坚持，小细

节就可以撬起大世界，建成世界级

生态岛也指日可待。

□ 张彪

走正脚下每一步

纠正“中国式过马路”陋习

垃圾分类事不小

世界级生态岛需要风清土洁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我们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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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蕾 范胜球 杨军领

徐 兵 施曼华 罗永锋

卞佳纯 严煊霞 郁 涛

俞舜尧

龚陈宇 赵爽爽 朱卓君

王 婷 杨伟伟 李官仪

黄菲菲 朱丽娜 张 彪

董颜箔 秦 浩 徐郑婕 谭江衡

张帅瑜 黄双双 郑 健 陈睿立

顾春媚 张欣悦

董 婧 钱 颖 田春锋 刘大鹏

王 阳 刘晓静 张檬月 朱雨芊

宋 波 张 燕 周勤琴 徐海敏

高黎明 郭佳华 陆诗懿 王可杰

顾嫣然 张斐雯 韩 啸 姚耸立

杨秀丽 朱 蕊 冬 青 孙 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