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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人集体人格的时代内涵崇明人集体人格的时代内涵

承担家庭事务承担家庭事务

文文//宋林飞宋林飞

俩人初次相见俩人初次相见，，一人问一人问：：你是哪你是哪
里人里人？？另一位回答另一位回答：：我是崇明人我是崇明人。。
一般对话到此处即可转换其他话题一般对话到此处即可转换其他话题
了了。。但如果作一个但如果作一个““无聊无聊””的追问的追问：：
什么是什么是““崇明人崇明人”？”？

这就不太好回答了这就不太好回答了。。有的人父有的人父
母是崇明人母是崇明人，，但出生但出生、、生长在外地生长在外地，，
户口也在外地户口也在外地，，在填写籍贯时在填写籍贯时，，会填会填

““上海崇明上海崇明”，”，写的是祖籍写的是祖籍。。这不是这不是
崇明人吗崇明人吗？？其实其实，，这是社会生物学这是社会生物学
意义上的崇明人意义上的崇明人，，有家谱有家谱，，有崇明的有崇明的
宗亲血脉宗亲血脉。。有的人的祖籍不在崇有的人的祖籍不在崇
明明，，但出生在崇明但出生在崇明，，户口在崇明户口在崇明，，或或
者虽然不是出生在崇明者虽然不是出生在崇明，，但户口迁但户口迁
入崇明入崇明，，这是崇明人吗这是崇明人吗？？其实其实，，这是这是
社会户籍意义上的崇明人社会户籍意义上的崇明人。。有的人有的人
出生在崇明出生在崇明，，生活在崇明生活在崇明，，但对脚下但对脚下
这块土地知之甚少这块土地知之甚少，，对这块土地有对这块土地有
陌生感和疏离感陌生感和疏离感，，并总想离开崇明并总想离开崇明，，
这是崇明人吗这是崇明人吗？？这不是崇明人吗这不是崇明人吗？？
这个问题就更加难以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更加难以回答了。。因为因为
它涉及到了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它涉及到了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
概念概念。。

余秋雨说余秋雨说：：文化是一种成为习文化是一种成为习
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它的最
终成果是集体人格终成果是集体人格。。从大的尺度从大的尺度
看看，，生活在崇明岛上的是地理意义生活在崇明岛上的是地理意义
上的崇明人上的崇明人，，是是““身身””为崇明人为崇明人；；具有具有
崇明人集体人格特征的是文化意义崇明人集体人格特征的是文化意义
上的崇明人上的崇明人，，是是““心心””为崇明人为崇明人。。

那么那么，，崇明人的集体人格是什崇明人的集体人格是什
么呢么呢？？即历代崇明人和多数崇明即历代崇明人和多数崇明
人在精神价值与生活方式上的总人在精神价值与生活方式上的总
体特征是什么呢体特征是什么呢？？这又是一个很这又是一个很
难回答的问题难回答的问题。。这里从两个层面这里从两个层面
作叙述作叙述。。一是没有异议的人格特一是没有异议的人格特
征征。。即在精神价值上即在精神价值上，，热爱崇明岛热爱崇明岛
这块土地上的人这块土地上的人、、事事、、物物、、景及历史景及历史
与文化与文化，，对这块土地有精神归属对这块土地有精神归属
感感，，对它的美好有自豪感对它的美好有自豪感、、对它的对它的
不足有去建设好的责任感与使命不足有去建设好的责任感与使命
感感。。在生活方式上在生活方式上，，最有识别度的最有识别度的
是能讲并习惯讲崇明话是能讲并习惯讲崇明话。。二是可二是可
以作学术讨论以作学术讨论，，可能有不同观点的可能有不同观点的
人格特征人格特征。。在在 14001400 多年的成岛历多年的成岛历
史长河中史长河中，，崇明岛没有相对固定的崇明岛没有相对固定的
地域与地形地域与地形，，大小沙洲大小沙洲，，涨涨坍坍涨涨坍坍，，
逐步延展扩大逐步延展扩大。。这一神奇的一方这一神奇的一方
水土水土，，使历代崇明岛民始终处在使历代崇明岛民始终处在

““抗坍抗坍”“”“围垦围垦””之中之中，，始终走在认识始终走在认识
自 然自 然 、、改 造 自 然改 造 自 然 、、顺 应 自 然 的 路顺 应 自 然 的 路
上上。。崇明岛是一个标准的人口移崇明岛是一个标准的人口移
民岛民岛，，又是一个相对隔离的地理又是一个相对隔离的地理

““孤岛孤岛”，”，导致了其走上了文化发展导致了其走上了文化发展

的一条特殊之路的一条特殊之路：：既文化融合又相对既文化融合又相对
独立演变独立演变。。这种独特的自然生态和这种独特的自然生态和
社会生态社会生态，，造就了崇明人特殊的精神造就了崇明人特殊的精神
品格品格：：垦拓坚毅垦拓坚毅，，即不断垦拓新的生即不断垦拓新的生
存空间存空间、、有战胜一切困难的生存勇气有战胜一切困难的生存勇气
与坚毅与坚毅；；特殊的生存哲学特殊的生存哲学：：崇尚绿色崇尚绿色，，
即对大自然有一份特殊的敬畏之心即对大自然有一份特殊的敬畏之心，，

““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生存观念的生存观念；；特殊的特殊的““岛岛
纳包容纳包容”，”，崇明先民对后移民者带来崇明先民对后移民者带来
的新观念的新观念、、新生产方式与新技艺等总新生产方式与新技艺等总
体持容纳的态度体持容纳的态度，，并成为推进崇明本并成为推进崇明本
土文化发展的一种积极力量土文化发展的一种积极力量，，这是崇这是崇
明乡土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原因明乡土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原因；；特殊特殊
的的““岛域思维与视野岛域思维与视野”，”，这块与外界相这块与外界相
对缺乏交流的岛地对缺乏交流的岛地，，造就了熟人圈社造就了熟人圈社
会的组织形态会的组织形态，，导致了崇明人文化性导致了崇明人文化性
格上的不足格上的不足，，即相对缺乏宏大志向与即相对缺乏宏大志向与
抱负抱负、、自我超越精神和主动站起来的自我超越精神和主动站起来的
领袖气质领袖气质。。

14001400 多年崇明岛自然与社会历多年崇明岛自然与社会历
史经纬中史经纬中，，崇明人沉淀了这样的集体崇明人沉淀了这样的集体
人格印痕人格印痕：：爱岛爱乡爱岛爱乡、、垦拓坚毅垦拓坚毅、、崇尚崇尚
绿色绿色、“、“岛纳态度岛纳态度””及需要摆脱的及需要摆脱的““岛域岛域
视野视野”。”。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它具体的它具体的
内涵会有所变化内涵会有所变化，，但它赋予了历代崇但它赋予了历代崇
明人一个基本的心理架构明人一个基本的心理架构，，也可以说也可以说

是一种乡土文化基因是一种乡土文化基因。。文化不是凝固文化不是凝固
的的，，而是演变的而是演变的。。今天今天，，认清崇明人集认清崇明人集
体人格的时代内涵体人格的时代内涵，，对世界级生态岛对世界级生态岛
建设有其积极意义建设有其积极意义。。

爱岛爱乡爱岛爱乡。。首先爱岛要知今日崇首先爱岛要知今日崇
明岛明岛。。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也没有
无缘无故的恨无缘无故的恨。。崇明人对崇明岛都有崇明人对崇明岛都有
一张一张““理想图理想图”，”，无论这张图是清晰的还无论这张图是清晰的还
是模糊的是模糊的，，是意识到的还是潜意识的是意识到的还是潜意识的，，
没有这张没有这张““图图””作为参照作为参照，，对情感对象的对情感对象的
一无所知一无所知，，爱岛情感也就无法产生爱岛情感也就无法产生。。因因
此此，，对崇明市民对崇明市民，，尤其是中小学学生开尤其是中小学学生开
展乡土知识教育展乡土知识教育，，有其迫切的现实意有其迫切的现实意
义义。。其次知岛过程特别需要价值引其次知岛过程特别需要价值引
导导。。当对崇明社会的某些方面不太满当对崇明社会的某些方面不太满
意时意时，，会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会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一一
种是出于个人利益至上的嫌弃感种是出于个人利益至上的嫌弃感、、疏离疏离
感感，，另一种则是出于社会利益至上的责另一种则是出于社会利益至上的责
任感任感、、使命感使命感。。这是两种由道德感与价这是两种由道德感与价
值感引发出的截然相反的乡土情感结值感引发出的截然相反的乡土情感结
果果。。乡土知识学习时乡土知识学习时，，需要价值引导需要价值引导，，
才能在获得崇明岛这张才能在获得崇明岛这张““现实图现实图””与自与自
己原有的己原有的““理想图理想图””之间不断地发生着之间不断地发生着
交互作用时交互作用时，，产生积极的故乡情产生积极的故乡情、、家乡家乡
爱以及社会责任感爱以及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使命感；；才会使原才会使原
有的有的““理想图理想图””与与““利益立场利益立场””站位得到站位得到

不断地补充不断地补充、、修正与完善修正与完善。。
垦拓坚毅垦拓坚毅。。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对崇明人民而言是一场新时代的新对崇明人民而言是一场新时代的新
““围垦围垦”。”。它是一次崇明生态文明它是一次崇明生态文明、、社社
会形态的创新性构建活动会形态的创新性构建活动。。它呼唤它呼唤
着崇明人精神价值与生活方式时代着崇明人精神价值与生活方式时代
内涵的伟大重构内涵的伟大重构。。它的难度远高于它的难度远高于
对滩涂的围垦对滩涂的围垦。。它是一次超越对滩它是一次超越对滩
涂围垦时崇明人为了基本生存涂围垦时崇明人为了基本生存，，为了为了
活着而表现出多少有些无奈的活着而表现出多少有些无奈的““坚坚
毅毅”。“”。“生态农业生态农业””等适应性新业态等适应性新业态，，对对
崇明人生存素养等提出了新挑战崇明人生存素养等提出了新挑战。。
这场这场““新围垦新围垦””中的人将遇到太多的中的人将遇到太多的
新问题新问题。。在这些现实挑战面前在这些现实挑战面前，，需要需要
崇明人崇明人，，尤其是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干部、、社会精英社会精英
成为善于捕捉新问题成为善于捕捉新问题、、破解新难题的破解新难题的
新垦拓者新垦拓者，，成为有新素养成为有新素养、、有新视野有新视野、、
有新智慧的坚毅垦拓者有新智慧的坚毅垦拓者。。不然不然，，比较比较
容易导致崇明人成为生态岛建设的容易导致崇明人成为生态岛建设的
旁观者旁观者，，甚至是牢骚者甚至是牢骚者。。

崇尚绿色崇尚绿色。“。“绿色绿色”，”，代表着生命代表着生命、、
生态的大美生态的大美、、神奇的活力神奇的活力、、相互关联的相互关联的
协调与动态发展变化的规律协调与动态发展变化的规律。“。“崇尚绿崇尚绿
色色””是崇明先辈用汗水是崇明先辈用汗水、、血泪甚至生命血泪甚至生命
代价换来的与自然关系上的生存觉代价换来的与自然关系上的生存觉
悟悟。。这种自然观与今日生态岛发展理这种自然观与今日生态岛发展理

念有着惊人的契合念有着惊人的契合。。生态岛发展的生态岛发展的
硬核是生态人的建设和生态文化的硬核是生态人的建设和生态文化的
建成建成。。这是崇尚绿色时代内涵的外这是崇尚绿色时代内涵的外
显标志显标志。。凡事都有人去做凡事都有人去做，，不是生不是生
态人的人会把原是生态的事态人的人会把原是生态的事，，做得做得
不生态不生态，，反之生态人会把原先并不反之生态人会把原先并不
是生态的事做成为生态的事是生态的事做成为生态的事。。开展开展
生态教育生态教育，，不是赶时尚不是赶时尚，，也不是贴标也不是贴标
签签，，而是我们这代崇明人而是我们这代崇明人，，尤其是崇尤其是崇
明教育人的时代责任与使命明教育人的时代责任与使命。。当多当多
数崇明人成为生态人了数崇明人成为生态人了，，崇尚绿色崇尚绿色
就真正成为了崇明人的集体人格就真正成为了崇明人的集体人格。。

岛纳包容岛纳包容。“。“岛纳包容岛纳包容””是崇明是崇明
的一种文化基因的一种文化基因，，是一种岛域视野是一种岛域视野
内的包容内的包容。。但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但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
需要来看需要来看，，它应该递进为它应该递进为““海纳百海纳百
川川”。”。需要从小包容走向大包容需要从小包容走向大包容。。
今日崇明社会精英结构上今日崇明社会精英结构上，，新移民新移民
已经成为一支推动崇明社会发展的已经成为一支推动崇明社会发展的
积极力量积极力量。。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
发挥其在生态岛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其在生态岛建设中的作用，，这这
是一个大课题是一个大课题。。生态岛建设某些部生态岛建设某些部
位需要位需要““破破””中中““立立”，”，这就更加需要这就更加需要
在坚守崇明人集体人格内核基础上在坚守崇明人集体人格内核基础上
的大开放的大开放、、大包容精神大包容精神。。在这种大在这种大
包容中包容中，，一定是顾及崇明实际的一定是顾及崇明实际的，，能能
被纳入崇明文化的被纳入崇明文化的，，而不是简单的而不是简单的

““拿来主义拿来主义””的机械拼盘的机械拼盘，，努力避免努力避免
水土不服水土不服。。

摆脱摆脱““岛域视野岛域视野”。”。14001400 多年多年
被困囿于岛上被困囿于岛上，，与外界的相对隔离与外界的相对隔离，，
使崇明人的人格深处的确存在使崇明人的人格深处的确存在““岛岛
域思维与视野域思维与视野”，”，它阻碍了我们的视它阻碍了我们的视
野宽度与志向高度野宽度与志向高度。。但今天崇明的但今天崇明的
事一定是用世界级标尺去丈量事一定是用世界级标尺去丈量，，崇崇
明人必须要拥有心灵的宏大明人必须要拥有心灵的宏大。“。“漂来漂来
的崇明岛的崇明岛”，”，水土的流动把崇明岛与水土的流动把崇明岛与
长江生态连在一起长江生态连在一起；“；“候鸟迁徙候鸟迁徙””和和

““沙船海洋沙船海洋”，”，把崇明岛与世界生态把崇明岛与世界生态
连接在一起连接在一起。。世界级生态岛梦想成世界级生态岛梦想成
真的过程真的过程，，即整个崇明由原先的生即整个崇明由原先的生
态理念演绎为真实的实践形态态理念演绎为真实的实践形态，，需需
要大气的崇明人去智慧构建要大气的崇明人去智慧构建，，当崇当崇
明岛成为上海明岛成为上海、、中国中国、、世界的生态文世界的生态文
明社会典型案例和被朝圣之地时明社会典型案例和被朝圣之地时，，
崇明人集体人格中的崇明人集体人格中的““小富即安小富即安””真真
正换上了正换上了““鸿鹄之志鸿鹄之志”。”。

集体人格是有根的集体人格是有根的，，一定源远一定源远
流长流长，，但它又是与时俱进但它又是与时俱进、、不断演进不断演进
着的着的。。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为崇明人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为崇明人
集体人格的演进注入了激动人心的集体人格的演进注入了激动人心的
推力推力。。但这种推力要转换成实际的但这种推力要转换成实际的
力量力量，，还需要崇明人自身的觉悟与还需要崇明人自身的觉悟与
积极的行动积极的行动。。

全力以赴推进
春季农业生产

（上接1版）指出当前正值春耕时
节，是施工生产的黄金季节，要在
确保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的前提下，加强施工组织，加快项
目进度，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推
动高科技花卉园区尽早建成投运。

李政来到庙镇南星村上海瑞
钵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调研水产
品产销与养殖尾水治理情况。该
合作社负责人说，合作社主要从事
淡水鱼绿色养殖，利用基地内沟
渠，通过建设农田退水、水产养殖
尾水生态处理工程，实现污染零排
放。李政对此表示肯定，指出保护
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要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推进生
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产业发展，创新
生产方式，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大力提高现代农业水平。

（上接1版）小而细的帮助，让这些年轻
的技术骨干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好环境助力更多好产品的诞生。
去年底，长兴产业园区入驻企业上海
标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参加第二届中

国进博会，该公司王牌产品——垃圾
渗滤液反渗透设备一亮相就受到各方
关注。该处理设备具有运行费用低，
使用寿命长，操作简单，维护方便等优
点，具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今年，

除了标力环保将继续携最新环保技术
参加进博会之外，长兴产业园区还将
在进博会上为全区内其他优秀企业和
优质产品“站台”，向全世界推介崇明
制造。2020 年，园区也将继续推进北

斗卫星研发园项目、中国电信集团
5G数字园项目以及芯片与集成电路
创新园项目等，朝着建成上海、长三
角、甚至全国“C位”产业引领地的目
标迈进。

这个园区一年税收增长六倍

▲ 摄于南门江堤（资料图片）

亲手种下的杞柳已亭亭玉立

（（上接上接11版版））““以前有些农户环保意识以前有些农户环保意识
不强不强，，在河坡上种菜在河坡上种菜、、搭鸡棚鸭棚搭鸡棚鸭棚、、堆柴堆柴
草草，，甚至把生活污水排到水里甚至把生活污水排到水里，，导致河道导致河道
越来越浅越来越浅，，久而久之还发黑发臭久而久之还发黑发臭。”。”界东界东
村村支书倪月娥说村村支书倪月娥说，，20182018年年1010月月，，村里村里
开展沟河疏浚整治开展沟河疏浚整治，，去年去年44月全部完成月全部完成，，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也已全部完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也已全部完成。。

““整治好的水环境得到了村民的认可整治好的水环境得到了村民的认可，，但但
如何保持长效如何保持长效？？我们想我们想，，还是要靠村民还是要靠村民

自己爱护自己管理自己爱护自己管理。。沟河整治之后沟河整治之后，，我我
们首先与村民签订了承诺书们首先与村民签订了承诺书，，与民间河与民间河
长签订了责任书长签订了责任书。”。”

““小菜花地弗瞎种小菜花地弗瞎种，，鸡棚鸭棚弗瞎鸡棚鸭棚弗瞎
搭搭，，乱柴乱草弗瞎堆乱柴乱草弗瞎堆，，杂物垃圾弗乱杂物垃圾弗乱
丢丢。”。”倪月娥念起了顺口溜倪月娥念起了顺口溜，，这也是村民这也是村民
承诺书的关键内容承诺书的关键内容。。责任书则规定了责任书则规定了
民间河长民间河长““包卫生包卫生、、包绿化包绿化、、包秩序包秩序””的的

““三包责任制三包责任制”，”，即确保村里各户农户不即确保村里各户农户不

乱排污水乱排污水、、开展垃圾分类开展垃圾分类、、村级河道通村级河道通
畅畅，，确保村级河道管理范围内没有乱搭确保村级河道管理范围内没有乱搭
建建、、没有乱种植和乱养殖没有乱种植和乱养殖，，同时同时，，保护河保护河
道公共设施道公共设施。。

““老百姓签了承诺书后老百姓签了承诺书后，，都能自觉照都能自觉照
着做着做。。加上各级河长加上各级河长、、民间河长的努力民间河长的努力，，
目前我们的水环境保持得很好目前我们的水环境保持得很好。”。”倪月娥倪月娥
说说，，民间河长由村里的党员民间河长由村里的党员、、生产队长生产队长、、村村
民代表等组成民代表等组成，，大家各负其责大家各负其责、、各自出力各自出力。。

如今的生态护坡工程如今的生态护坡工程，，既是沟河既是沟河
整治升级版整治升级版，，也是村民自治的载体之也是村民自治的载体之
一一。。很多村民像吴家惠很多村民像吴家惠、、黄兰芳一黄兰芳一
样样，，在生态护坡中用自己的劳动改善在生态护坡中用自己的劳动改善
环境环境、、改造家园改造家园，，共同迎接花博会的共同迎接花博会的
到来到来。“。“这就是崇明在乡村振兴中所这就是崇明在乡村振兴中所
提倡的提倡的，，自己的家园自己爱自己的家园自己爱，，自己的自己的
家园自己管家园自己管，，自己的家园自己护自己的家园自己护，，自自
己的家园自己建己的家园自己建。”。”倪月娥说倪月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