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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高山流水，琴声悠扬。7
月 4 日，崇明区乡村古琴艺术发展研
讨活动暨 2020 年上海古琴研究会理
事会议在中兴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举行。这意味着，崇明拥有了首个古
琴传习基地。

上海古琴研究会会长戴晓莲来
到现场，和一众古琴演奏家上演了一
场精彩的琴会，并共同探讨如何传
承、发扬古琴艺术。

音乐会开场，戴晓莲的高足、中
兴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文艺干事杜
思睿和声乐专业的曹艺潇、箫演奏家
黄真带来了弦歌作品《风月同声·惜
时》的表演。接着，《欸乃》《秋江夜
泊》等古琴名曲，国家一级演员高博

文带来的《莺莺操琴》等，给观众带来
了一场听觉盛宴。

“古琴传习基地成立后，将日常
开展线上与线下古琴文化的传承与
教习，每年举办古琴主题音乐会、古
琴艺术发展研讨系列活动。”作为崇
明首位古琴传承人，杜思睿说，今年
暑期会开设古琴公益班，未来希望能
培养出更多的古琴接班人。

除了高水准的古琴音乐会以外，
戴晓莲还为观众作了《四史教育之上
海古琴百年纪事》为题的讲座。活动
现场还举行了“上海古琴百年历史图
片展”和《上海古琴百年纪事》书展，
并全程进行网络直播，数万人次观众
在线收看。

“过去和学生们大多在音乐厅演
出，在学院的象牙塔里教学，此次，古

琴来到崇明岛落户，我觉得特别接地
气。”戴晓莲说，崇明岛是上海重要的
生态屏障，希望悠久的古琴艺术和文
化在崇明岛厚植生根，也希望崇明古
琴传习基地不断发挥文化优势和作
用，为崇明注入新的文化内涵，助力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古琴与崇明相遇，如何释放更大
的文旅价值？杜思睿表示，近年来崇
明民宿如雨后春笋般开花，民宿主们
希望游客停留时间加长，这就需要衍
生 出 可“ 深 度 体 验 ”的 文 化 旅 游 产
品。例如古琴短期“游学”项目，就是
演艺类非遗技艺与旅游结合的可深
度体验的项目。“来崇游玩之余学习
体验当地的一项非遗技能，收获的不
仅仅是可表演的技能还有传统文化
的涵养。”

名师助阵 古琴基地“落户”崇明
□ 记者 郭杨如熠

乔院：8年花园养成记
来到位于港沿镇鲁玙村的乔

院，门口的合欢树开花惊艳了时
光，凌霄站在院墙高处垂落而下，
院 子 里 一 簇 簇 绣 球 花 热 情 洋 溢
……进入绿肥红瘦的盛夏时节，乔
院内依然有各色花卉竞相开放。
正是这样一处花园，从两百多家花
园中脱颖而出，夺得了近日港沿镇
举办的家庭园艺大赛金奖。

乔院地处一片田园间，东边是
一条河，南面是一片稻田，视野开
阔，田园风光一览无遗。院子里，
红花，绿叶，雅石，碧池，莲花……
移步换景，处处体现主人的精心打
造和对美的诠释。

乔院的主人叫沈乔平，曾是软
件工程师，喜欢旅行和摄影的他，将
自己家的老宅打造成清新又雅致的
小院，取名乔院。

早春二月，乔院便悄悄地进入
了春天。最早开的是紫藤花，一片
紫色从藤架上倾泻而下，透着微
香。院内一角，虞美人悄悄开放，婀
娜多姿。细看角落，幽幽兰花，洁白
栀子花，香气袭人。五月，乔院的春
天进入盛期。桃花映窗下，屋前菜
花黄，盛开的蔷薇挂满围栏。

“我的院子里共有三十多种花，
每个月都能欣赏到不同的花。”这是
沈乔平的养园秘诀之一，选植物时，
要对它的开花期心中有数，这样才
能保证院子里一年四季都有花开。

如今呈现在眼前的花园，是经
过 时 间 沉 淀 的 产 物 ，整 整 花 了 8
年。“你们现在看到的乔院，和 8 年

前已经大不一样。”沈乔平对自己一手
打造的花园十分满意。

2012 年，这里还是一片荒地，心
怀着田园梦的沈乔平，游历过很多名
山大川，曾想过去云南开一家花园名
宿，但太太担心路途遥远，先生一人去
南方无人照料，两人商量后决定把离
市区较近的崇明老宅改造成花园。

“当时没有打造花园的经验，看到
崇明家家户户都有桂花树，就也想种
几棵。”沈乔平一下子在院子里栽下 5
棵桂花树。

时间长了，院子里只有桂花树略
显单一，沈乔平开始想办法丰富树木
的品种，种起了桃树、梨树，还栽下了
各色花卉。看着花园一天天变美，他
被这些植物“勾去了魂”，有段时间凌
晨两三点还在想怎么把院子打造得

更美。
沈乔平觉得回崇明打造花园是对

的，这里是世外桃源，生态环境极佳，
在这样的环境下，灵感常常不自觉地
蹦出来。“有了灵感，就想把它变成现
实。”

“花园要灵动，就需要有一些飘逸
感的植物点缀。这里有了树，那右下
角就得布置小景，才会更有层次感。”
沈乔平用铁丝将五月藤牵引上二楼，
五月藤的叶子会随风摆动，这是他想
要的效果；挖了鱼池后，在后面摆放假
山石，再种上腊梅，这是借鉴了摄影中
的布局方法，高低错落的组合在视觉
上更有立体感。

随着花园里的植物变多，养护的
工作也变得庞杂起来。单是施肥这一
项，就有很多讲究，长叶时施氮肥，长
枝时施钾肥，开花时施磷肥。

养花不易，建园更难。所谓的辛
苦，在满腔的热爱下，却变成了专注和
坚持。在改造庭院的过程中，沈乔平

忘记了时光的流逝。看着满园繁华
绽放，一切的苦累，都消散在花朵的
绽放中。

在院子里侍花弄草的时候，一
些回忆不经意间跳到沈乔平的脑子
里，曾经在日本东京的工作生活经
历，让他怀念万分，这些时光再也回
不去，但却可以把它复制下来。就
这样，沈乔平打造了一个日式小花
园，藏在院子的最西侧；也设计了榻
榻米客房，供朋友留宿。随着来访
朋友越来越多，沈乔平把自家二楼
另外几间屋子，改造成了不同风格
的客房。

有一年秋天，朋友看着乔院南
面金黄色的稻田发出感叹：“如果这
里有个亭子，坐在里面喝茶看稻田，
该有多好！”朋友说出了沈乔平的心
里话，他便开始造亭。

清晨，旭日东升，坐在亭下，闲
茶一壶，便可观赏到田野里的日
出。阳光洒进庭院，花园里的各色
植物在阳光下更有诗意了。“如此美
景，城市里绝对看不到啊。”这便是
沈乔平追求的自然、优雅、平淡的生
活，“前半生奋力打拼，后半生在自
己亲手打造的院子里，喝喝茶，看看
花，我感到很自豪。”

如今，随着花博会的临近，崇明
正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沈乔平惊喜
地发现，很多农户把自家庭院改造
得越来越美。他常常和村民们交流
庭院的美化心得，同时也在不断学
习最新的养园技巧。“乔院的植物很
丰富，但在养护的过程中，我要学会
取舍，同时结合当下流行的‘花境’
打造，让乔院变得更美。”

□ 记者 郭杨如熠 摄影 吴雄

陈家镇开展
爱国卫生月活动

□ 陈家镇

本报讯 近日，陈家镇以第 32 个
爱国卫生月为契机，结合“迎花博 治
五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工
作，动员全镇 24 个村居委共计出动
470 名志愿者，全面开展城乡脏乱环
境清洁活动。通过专业防制与群众参
与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以环境卫生治
理为主、药物消杀为辅的病媒生物防
制 工 作 。 共 计 出 动 专 业 人 员 16 人

（120 人次），巡查防治设施 800 个，督
导重点场所 2个，整改问题 2个。

文明被实践
才有意义

最近，“四史”学习教育正在全区
上下深入开展。不少单位的普通党
员、一线职工纷纷走上讲台，以情景党
课、微党课等形式，讲述自己或者身边
同事在平凡岗位上作出不凡业绩的感
人故事，令人敬仰。感动之余，也让笔
者领悟出一个道理：中国的发展已让
世界瞩目，这个时候，更需要核心价值
观的滋养，让社会得以凝聚和向上提
升。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工作岗位上
做好分内事，那就是最大的文明。

哲人云，信仰不只是一种观念，更
是一种行为，只有被实践才有意义。
24 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镌
刻在墙上、铭记在每个人的心里，更要
体现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就之中的
文明而言，很多人觉得它很抽象玄妙，
似是空中楼阁，跟自己离得很远。其
实，它只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在日常生
活中践行的一种美德。我们常说，要
做一个讲文明的人，并不意味着一定
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壮举、变成万人瞩
目的楷模，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做好自
己，履行责任、付出努力。举例来说，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大家都要戴口罩、
勤洗手、讲卫生，积极参与做好预防。
只有我们改掉生活中的一些陋习，养
成好习惯，才能真正建立起阻止疫情
传播的行为屏障。而这就是一种可学
可鉴的文明，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就是
大贡献。

就崇明而言，到今年底，我们有好
几项工作都要交卷、交账，其中，确保
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完美收官，是一项
十分紧迫的攻坚战。时间不等人，全
区上下都要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
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常为义善之
举、常做有益之事，把文明践行到社会
生活的各个领域，让文明犹如空气一
样，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形成人人投
身创城、人人奉献创城的强大声势、强
大力量，坚决拿下全国文明城区这块
金字招牌，为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注入
新内涵、增添新亮色。

一个人的行为，是其文明素养的
外显；一座城市市民的生存状态、交往
方式，是其文明程度的展现。让每个
人从实际中受到核心价值观的启发，
将文明体现在自己的生活里，呼唤共
同的参与和实践。

□ 王宗双

全力确保企业
复工复产

本报讯 连日来，崇明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全力做好企业复工保障
工作。区经委、区人社局将 20 余家企
业确定为支持防疫工作重点企业名
单，目前已向 15 家企业发放一次性就
业补贴。

前期，区经委、区卫健委等部门还
制定了《崇明区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
控工作规范要求》，告知企业“怎么做”

“做什么”，同时区政府出台 20 条惠企
政策，鼓励企业扩大产能、支持新技术
新业态企业发展。

此外，本区还通过举办线上培训、
定期检测口罩生产信息、收集上报重
点企业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等方式，全
力恢复和保障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确保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截至 5 月底，全区工业企业产能
已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

□ 记者 季佳倩

四季都应有花开四季都应有花开

变化中趣味无穷变化中趣味无穷

侍花弄草自得其乐侍花弄草自得其乐

区委党校“四史”
学习教育微课上线

本报讯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日
前，区委党校紧贴崇明世界级生态岛
建设实际，积极创新理论教育的方式
方法，组织骨干教师和青年干部录制

“认真学好‘四史’牢记初心使命”系
列微课视频和“四史”小故事云讲堂系
列音频，助力党员干部学好用好“四
史”，坚守初心使命，共同为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贡献力量。

□ 记者 郭杨如熠

本报讯 7 月 7 日，城桥镇 45 个假
日学校全面开课。开课前，学生们都
需测量体温、登记个人信息、清洁手部
后才能进入课堂上课。

在城西居委假日学校里，30 多名
辖区内的小学生上了生动的第一堂
课。除安全教育外，授课老师还组织
学生们参与消防逃生演练，学习消防
安全知识、增强自救自护能力。

据悉，今年假日学校的课程设计
较往年更为丰富，增添了“四史学习教
育”、手工、民俗等内容。此外，东门中
学、实验小学等 18 名骨干教师组成的
师资力量也为假日学校的教育起到了
更规范的引导作用，有效提升了城桥
镇地区假日学校的教学质量。

城桥镇45个“假日学校”全面开课
□ 记者 顾益琴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