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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 16 日傍晚，一台由竖新
镇响哃村暖心睦邻点村民自发编排、
纪念建党 98 周年和建国 70 周年的文
艺演出，在该睦邻点所在辖区开演。
广场舞、独唱、小品……丰富的节目
引得周边数百名村民前来围观。当
天，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要数睦邻点
新组建的铜管乐队所带来的红歌三
连奏。“你瞧你瞧，这吹奏的人里好几
个不是以前村里‘军乐队’的吗？没
想到现在开始登台演出了！”“军乐
队”转行“文艺演奏队”，引发台下村
民热议。

在崇明，最近两年“军乐队”转行

的新闻不止响哃村一家，这是崇明
2018 年推进婚丧喜庆移风易俗专项
行动以来取得的成果之一。一年多
来，崇明把移风易俗工作作为世界级
生态岛建设的有效载体，作为五美社
区和全国文明城区创建的重要抓手，
注重堵疏结合、加强仪式创新，有效遏
制了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奢侈浪费的
不良风气，减轻了群众人情往来的负
担，推动形成了崇德明礼、崇尚绿色低
碳、现代文明的乡风民俗。

说起“军乐队”，这是在崇明颇有
特色的一支队伍。但凡有农家办丧
事，总能见到他们现身“助阵”。“军乐
队”通常使用铜管乐器吹奏五花八门
的曲目，时歇时起，持续整夜，在夜晚
宁静的农村里响起，特别“洪亮”，扰

得附近邻里睡不了安稳觉。不过，这
都已成为过去。在如今崇明的丧事
上，再难见到“军乐队”的身影。然
而，就在“军乐队”渐渐淡出人们视线
之 时 ，今 年 5 月 最 后 一 天 的 傍 晚 时
分，响哃村里突然再次响起了“熟悉”
的吹奏声。

“ 咦 ！ 村 里 又 是 哪 家 办 丧 事 了
吗？不是说不允许请‘军乐队’了吗？”
附近不少村民好奇地循声而去，在一
个村民活动室里，找到了正在吹奏的

“军乐队”。“这是我们睦邻点新组建的
铜管乐队，正在为即将开演的文艺演
出排练呢！”见村民们前来，暖心睦邻
点负责人杨品娟热情地迎了上来，向
村民介绍道，“这里面好几个成员大家
都很熟悉了，以前都是‘军乐队’的，现
在转行了。”

“军乐队”成了文艺演奏队，还要
上台演出，这条新闻很快在村民中传

开。此后，每每有排练，便有村民“粉
丝”前往观摩。6 月 16 日晚正式演出
也大获成功。

听众还是熟悉的村民，然而“舞
台”却已不同。回忆过去两年的变化，
暖心睦邻点铜管乐队成员朱明康感慨
万千。

今年 68岁的朱明康，有 20多年从
事“军乐队”的经历。“以前一年有 200
多天都在服务丧事，生意不仅在本村、
本镇，甚至拓展到了崇明全区和上海
其他郊区。”说起曾经的风光，朱明康
颇为得意。然而，2017 年下半年，随
着竖新镇在崇明率先试点推动移风易
俗工作，朱明康“失业了”。

“最初，镇上做不到生意了，我便
想着法跑其他乡镇的活，可是很快，全
崇明都禁了，现在我彻底失业了。”朱
明康苦笑道。

在度过一年多时间的清闲期后，

今年 5 月，朱明康接到了来自杨品娟
的邀请，希望其重新“出山”。“睦邻点
准备办一场文艺演出，想组织个铜管
乐队表演，要不你也来参加吧。”最终，
朱明康等 10 名村民组成了铜管乐队，
其中除了一些乐器爱好者，有好几个
是曾经的“军乐队”好手。

“这么多人在台下认真听我吹奏，
这种感觉跟过去讨生活演出完全不一
样，大家的掌声和‘再吹一首’的呼喊
声，让人兴奋和激动。”经过首次登台
演出，朱明康对于乐队未来的演出计
划期待不已。

在环保理念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的
今天，传承孝道与移风易俗其实并不
矛盾。

（下转5版）

本报讯 7 月 6 日上午，第二届小
红鹰足球夏令营在崇明中学正式开
营。本次夏令营共吸引到来自崇明全
区的 300 多名孩子报名参加。孩子们
将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接受专业足
球启蒙训练。

第二届小红鹰足球夏令营由新河
镇人民政府和上海富盛经济开发区共
同主办，崇明区足球协会、上海戎灏体
育发展有限公司承办，在崇明中学、大
新中学、新民小学、裕安小学设训练
点。夏令营为公益性质，分兴趣班与

精英班进行教学，共配备 7 名崇明本
土教练和 7名上海资深教练。

开营仪式现场，参与夏令营的孩
子们身着统一订制的服装，认真地跟
着专业教练进行基本功训练。带球绕
杆、足球二过一、两人三足亲子活动等
让孩子们不仅接受了专业的足球训
练，更让他们在活动中感受到足球带
来的快乐与激情。

据崇明区足球协会主席陈勇介
绍，去年首届小红鹰足球夏令营开办
时，便受到家长和小朋友的欢迎，“当
时只有 80 多个小朋友参加，规模不像
现在这么大，但大家投入的热情却很

高。”现场不少家长表示，孩子喜欢足
球，平时没有机会接受正式训练，夏令
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希望孩子
能通过参与足球运动，锻炼意志，快乐
成长。

2015 年 ，崇 明 启 动“足 球 区 ”创
建。历经 4 年多建设，崇明的足球事
业取得蓬勃发展。青少年足球、社
会足球在校本教材、人才培养、赛事
体系等方面逐渐完善。全区 19 所中
小学被命名为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举办多年的“瀛洲杯”社会足球
联赛今年起实施崇甲、崇乙升降级
制度。

陋习悄然去 新风拂面来
崇明推行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

垃圾分类最近太火了，尤其在
上海，它已成为一种新社交，人们的
生活方式也因它发生改变。崇明早
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
前 2 年，就开始了全民垃圾分类，如
今，走出了一条绿色时尚生活新路，
而垃圾分类则成为世界级生态岛建
设的又一张响当当的名片，成为崇
明“好风景”之一。“好风景”就是生
产力，崇明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就
要“种”出更多“好风景”。

“好风景”应当是多彩的。前些
年，岛外游客对崇明的印象是：满眼
绿色的大氧吧，空气好，农家菜好，
再说不出更多的特点。如今，来崇
游客发现，崇明不但天更蓝水更清，
且不再只有绿树，“色彩”丰富了，有
更多好玩、好住的地方，有档次的消
费也更多了。这是因为，这些年来，
我们不是为了种树而种树，而是从单
纯“增绿造林”向“种风景”转变，在发
挥林地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功能的
同时，更多地实现叠加景观、休闲和
公园等功能，打造“一镇一树种、一镇
一特色、一镇一公园”，让林地成为独
特的发展资源。由此可见，种树也是
有学问的，“种风景”就是发展生产
力。我们不仅要种树，还要打造全市
最好水环境，打赢打好蓝天保卫战，
让崇明每一块土地都成为生产的沃
土、生活的净土。如此，我们的芦苇、
候鸟、螃蜞、中华鲟等自然资源才会
更加丰富多样，我们才能“种”出更多

“好风景”，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意义
才能更加彰显。

“好风景”应该能“当饭吃”。生
态岛不是原始岛，70 万老百姓在岛
上生产生活，因此发展仍是我们的

“第一要务”。多年来，我们厚植生
态优势，通过“+生态”“生态+”来推
动生态产业化，把生态资源转化为

生产力。比如，我们实施了像香朵
开心农场等一批生态资源整合能力
强的多旅融合产业项目，有力激活了
农宅、农地、农业等生产生活要素，为
市民创造了享受高品质生活的开心
生活空间，打造出具有经济、社会、民
生等多重价值的“开心经济”；比如，
我们吸引正大、万科、恒大等世界级
选手落户崇明，投资高科技农业项
目，推动生态产业实现质量变革和绿
色升级，促进农民增收；再如，我们举
办陈家镇摇滚马拉松、明珠湖铁人三
项赛，有力拉动了当地消费。打生态
牌、走生态路、吃生态饭，面向未来，
这依然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制胜之
道”。激活“好风景”，让生态保护与
生态发展相得益彰，这是“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题中之义。

“好风景”应是一种“风尚”。世
界级生态岛建设，要把培养生态公
民作为重中之重，使生活在崇明的
每个公民都成为具有生态自觉的

“生态人”。我们的消费理念应是绿
色的，就是要坚持“取之有度，用之
有节”，积极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
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
式；我们的人居环境应是绿色的，就
是要打造生态的环境，让绿色的人
居环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高品质生
活的“标准配置”，让每一个人都能
在崇明这片绿色土地上诗意栖居；
我们的生活方式应是绿色的，就是
要从多种一朵花、一棵树，节约一度
电、一滴水、一张纸等小事做起，让
绿色生活方式成为居民群众良好的
行为习惯。教育培养一批又一批生
态公民，让人人都成为生态理念的
积极倡导者，成为生态建设的忠实
参与者，成为生态成果的坚定捍卫
者，让“好风景”中有“生态人”，让

“生态人”成为“好风景”。

□ 记者 朱竞华

村里的“军乐队”又开工了

奋力创造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崇明传奇（二）

“种”出崇明“好风景”

□ 丛言

第二届小红鹰足球夏令营开营

□ 记者 朱竞华 摄影 周天舒

300多名足球小将走进“逐梦训练场”

“厚养薄葬”树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