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关于回娘家的故事。
2019年春节，结婚 30年的李红珍第
一次回到崇明庙镇的娘家。等待她
的是浓浓的崇明年味和她期待已久
的骨肉亲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崇明的一
些家庭因无力抚养被迫遗弃骨肉，
这些孩子在被福利院接收后，由全
国各地的家庭收养。1967 年出生
的李红珍就是其中之一，出生后不
久她就由河南洛阳的养父母抚养。

养父母将李红珍视如己出，让
她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不幸的
是，10 岁时，她的养母过世了。之
后，养父娶了继母，继母不喜欢李红
珍。养父只好忍痛将她送到姑姑家
寄养了几年。又过了几年，姑姑的
家庭发生变故，没地方可去的李红
珍只能常年住在学校。尽管养父在
物质上尽可能地满足着李红珍，但
逢年过节，阖家团圆之际，却是李红
珍最难熬的时间，在冰冷的学校宿
舍，她只能默默流泪。

高一那年的大年初一，养父来
学校看李红珍，并将她的身世告诉
了她：“你是从上海来的，有机会回
去找找你的亲生父母。”

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李红珍就
屡屡给上海福利院写信，但无法查
到自己的身世，不得不打消寻亲的
念头。从 2008 年开始，全国各地的
上海孤儿开始组织寻亲活动，但凡
有活动，李红珍都会积极参加，几年
间曾六次往返于上海和洛阳。

在洛阳当地，年初二回娘家是
一个重要的年俗，可对李红珍来说，
养父家是有家不能回，亲生父母又
不知身在何处，她从来没有回娘家
的体验。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加上
特殊的成长经历，让李红珍更加坚

定了“寻根”的信念。
转机出现在 2015 年。“以前，我都

是漫无目的地寻找，直到 2015 年有位
好心人提供了线索，我才知道自己老
家在崇明。”李红珍缩小了寻找范围，
和崇明寻亲团的四五十个崇明孤儿一
同发了几万份传单，包下了酒店开寻
亲会。

寻亲活动结束后一周，李红珍接
到了庙镇人王象军打来的电话。根据
出生年月、到上海福利院的时间、血
型、身高、大眼睛等特征，认定李红珍
就是他家最小的一个妹妹。随后，经
过 DNA 配对，李红珍与 89 岁的亲生
母亲配对成功。

正式认亲那天，一家人抱在一起
泣不成声。老母亲拉着女儿的手，老
泪纵横：“我盼着你回来，天天想，日日
想。”这是一个有 6个兄弟姐妹的大家
庭，李红珍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她
说，终于找到了被家人宠爱的感觉。

随后几年，李红珍每年都要回崇
明数次，享受团聚的时光，并为母亲养
老送终，让老人没有遗憾地离开。但
由于各种琐事牵绊，年初二回娘家的
心愿，一直推迟到了 2019年春节。

话分两头。知道妹妹要回来过
年，一家人早早地忙碌开了，他们要
让李红珍过一个最传统的崇明年。
蒸糕的蒸糕，做圆子的做圆子，制酒
酿的制酒酿，崇明的年味有一多半体
现在各种美食上。四姐王玲娣收拾
了一个房间给李红珍夫妻住，“本来
大家说要让妹妹轮流去家里住，我说
就别那么麻烦了，都住我家就行了。”
王玲娣比李红珍大 5 岁，她还依稀记
得妹妹被送走时的场景。“那时候日
子是真的难啊。”此后数十年，每当逢
年过节一家人聚在一起时，总要提起
这个最小的妹妹，她现在身在何处，
过得还好吗？

2015 年，当王玲娣看到李红珍照
片时，一眼就认出这个就是她们的小
妹。“都不用做什么鉴定，我就知道肯
定是了，瞧瞧，和三姐长得最像，简直
一模一样。”

此后，兄妹六人走动频繁，李红珍
女儿结婚时，全家人还一同去了洛
阳。“看到妹妹在洛阳生活得很好，儿

子和女儿都特别有出息，我们也替
她高兴。”

年初一，李红珍夫妇踏上了回
娘家的旅程。出发前，李红珍去做
了头发，纠结于到底穿哪件衣服，哪
双新鞋。丈夫开玩笑说：“年轻时，
也不见你这么爱美啊。”在李红珍心
里，回娘家是一件极具仪式感的事
情，她终于可以在微信朋友圈里向
朋友们宣布自己“回娘家”了。简单
的三个字，对她重若千斤。

大年初二，一家人热热闹闹地
把李红珍夫妻接回了家。大家你
一言我一语的给妹妹讲崇明的年
俗，崇明糕是年前就蒸好的，一新
年都要吃，吃不完还可以在油里炸
一下，又脆又香。豆沙馅、芝麻馅
和萝卜馅，圆子是必定要吃的。吃
完这家吃这家，从年初二到年初
十，李红珍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李红珍不会说普通话，姐姐们
讲的“崇明普通话”也有些别扭，刚
相认时双方交流起来有些困难，时
常闹出误会。但王玲娣说，现在她
们已经能够无障碍交流了。“我们
一直在教妹妹崇明话，河南话我们
也能听懂了，‘中’，就是可以的意
思。”

姐姐们听懂了河南话，李红珍
也成了一个“地道”的崇明人。红枣
鸡蛋茶是崇明人招待亲朋的最高礼
仪，李红珍来一次吃一次，慢慢地也
学会做了。“在洛阳家里有朋友来，
我也给他们做红枣鸡蛋，并告诉他
们，我们娘家都是这么招待客人
的。”还有崇明清水蟹，第一次吃时，
李红珍不会吃，可吃了几次，她爱上
了这种家乡的味道。

吃完团圆饭，一家人照上一张
团圆照，李红珍的幸福都写在脸
上。五朵金花总有说不完的话，聊
聊家长里短，再忆苦思甜回忆过去
的艰难岁月。王玲娣开玩笑说，是
妹妹把北方的大雪带到了崇明。李
红珍说，洛阳没下雪，她要把雪片和
亲情一起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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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回娘家的“初体验”
□ 记者 丁沈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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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区委书记唐海龙日前带
领区安全监管局、区市场监管局、崇明
消防支队、长兴镇等单位及乡镇负责
同志，来到上海振华重工港机通用装
备有限公司的车间和码头，实地察看
安全生产责任制、隐患排查治理、应急
值守等相关情况，并召开安全检查反
馈会。

会上，区安全监管局、区市场监管
局、崇明消防支队负责人反馈执法检
查情况，提出整改意见；上海振华重工
港机通用装备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安
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

唐海龙在会上指出，安全责任重
于泰山，要严抓安全生产工作，对有可
能存在安全隐患的部位进一步排查、
整改，着力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构建安全生产
风险防控体系。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朱连宇表示，公司
将全面提升全员安全生产意识，完善
应急预案，着力建立健全体制机制，提
升安全生产整体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责任落到实处。

副区长胡明华参加相关活动。

本报讯 新时代唯奋斗者进。大年
初一，区委书记唐海龙来到崇明籍劳
模、优秀工作者以及“最美崇明人”代表
家中慰问，向他们送上新春祝福，鼓励
他们再接再厉，为世界级生态岛建设贡
献力量，为崇明干部群众树立榜样。

唐海龙来到全国劳模、区道德模
范陆文忠家中，与他亲切交谈。陆文

忠已退休多年，担任瀛东村村支书期
间，带领村民 3次向荒滩进军，围垦出
良田 4000 余亩，用勤劳双手致富奔小
康，这也使瀛东村全国知名。唐海龙
感谢他为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希望
他继续发挥余热，再建新功。

在仙桥村村支书、区道德模范管
仕忠家中，唐海龙与这位当了近 30 年
村支部书记的“带头人”拉起了家常，
了解村里发展的近况。管仕忠带领村

民群众走出一条生态发展之路，使仙
桥村从一个普通村庄成为市级美丽乡
村示范村，他本人被评为市劳模。唐
海龙对此表示赞赏，希望仙桥村继续
当好崇明生态发展的排头兵。

唐海龙来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区道德模范孙英家中，向这位超声医
学界的代表致以节日问候。孙英从事超
声医学30多年，倾情服务广大崇明老百
姓，以高尚医德和高超医技医术闻名。

唐海龙感谢她为崇明医疗事业作出的贡
献，希望她再接再厉，继续奋斗。

在“最美崇明人”倪波涛家中，唐
海龙与这位帅小伙亲切交谈。倪波涛
是一名刑警，由于表现出色，被评为
2018年度“最美崇明人”。唐海龙感谢
他为保卫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出的贡
献，鼓励他继续为守护一方平安努力。

唐海龙还看望慰问了其他劳模、
优秀工作者、最美崇明人代表。

为生态岛建设接续奋斗

本报讯 除夕当天，区委副书记、
区长李政来到相关单位，向节日期
间 坚 守 工 作 岗 位 的 干 部 职 工 表 示
慰问。

在崇明水陆换乘中心，李政察看
了春节期间公交客流运输情况，详细

询问本区节日期间公交运营情况，同
时 对 坚 守 岗 位 的 干 部 职 工 表 示 慰
问。在崇明客轮公司南门客运站，李
政察看了春节期间车客渡运营情况
并看望了一线职工。当天早上受大
雾影响，本区部分客轮停航，李政在
候车大厅与滞留旅客亲切交谈，希望
旅客放宽心，安心等待客轮启航。

在新华医院崇明分院，李政来到
急诊室和病房，对一线医务工作人员
表示慰问，并察看了春节期间本区医
疗服务保障情况。李政叮嘱医务工作
人员在保障百姓健康的同时也要劳逸
结合，并祝他们春节快乐。

李政随后来到公安崇明分局 110
指挥中心，了解节日期间本区交通保

障、治安保障等情况，祝节日里坚守在
一线的警务人员新年快乐。

在城桥消防中队，李政察看了中
队营地建设情况，看望了消防队员，
并同他们一一握手。李政希望坚守
岗位的一线消防队员们保障好节日
期间消防安全，并祝他们新年快乐。

副区长谷继明参加慰问活动。

□ 记者 徐晨

唐海龙新春慰问优秀工作者代表等

本报讯 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政近
日带着全区 70 万群众的深情厚谊，前
往佘山岛，慰问常年驻守在岛上的官
兵，向他们致以新年的问候。

李政等察看了岛上的海水淡化设
备、领海基点石碑等执勤设施，询问执
勤情况。

佘山岛是我国划定领海和毗邻区
的基础坐标。岛上气候多变，官兵日
常用水、粮食蔬菜等生活物资依靠船
只定期补给。2018 年，在崇明区委、
区政府的关心下，岛上建成了海水淡
化设备，解决了岛上官兵长期无淡水
供给的问题。

李政代表区四套班子对守岛官
兵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慰问。
他说，守岛官兵长年累月以海岛为
家，守护着国门，为国防事业作出了
贡献，崇明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部
队建设，加强军民融合共建。李政希
望守岛官兵继续忠诚履行戍边职责，
保家卫国。

区委常委、副区长郭亚兵，副区长
黄晓霞等参加慰问。

□ 记者 张永昌

□ 记者 咸明

唐海龙检查
安全生产工作

寻亲之路终圆满

30年夙愿终实现

向他们的坚守致意
李政慰问节日在岗工作者

□ 记者 许聪

李政赴佘山岛
慰问驻岛官兵

侯继军走访
慰问驻崇部队

▲李红珍（左二）与四个姐姐在一起

□ 记者 蒋晓燕

本报讯 区委副书记侯继军，区委
常委、人武部部长王晓军，副区长黄晓
霞日前走访慰问驻崇某部队。

侯继军一行参观了部队营区以及
战士宿舍，与战士们亲切握手交谈，了
解他们日常的工作、训练、生活情况。

在 随 后 举 行 的 座 谈 交 流 会 上 ，
侯继军代表崇明区向战士们表达了
崇高的敬意，并向他们致以新春祝
福和节日慰问。侯继军表示，大部
分战士来自外乡，当百姓们阖家团
圆之时，战士们还需要坚守岗位、保
家卫国。节日期间，战士们的工作
生活都要安排好，度过一个平安祥
和的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