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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长大的我，结婚前从未
到过奉贤的地盘，曾经对奉贤最
大的想象仅限于外婆家门口——
奉贤路上的凯司令。初来乍到
时，每每被介绍“她上海来的”，大
家总会打趣说：“来我们乡下还习
惯嘛？”遇上这样的问候，说不忐
忑倒像是假话，仿佛怎么回答都
不太对。现在，已经会吐槽自己
是市区来奉贤的“外来妹”，嬉笑
调侃间倒是自在。

今年中秋恰逢结婚纪念日，
妈妈从市区赶来奉贤一起庆祝。
一路从中环驶上刚通车的虹梅南
路高架，两边建筑飞驰而过，不见
国庆期间的大排长龙，仿佛偷来
半日悠闲。妈妈忍不住感叹现在
发展的迅猛，“以前坐车到中环就
感觉像出了城，现在开车到奉贤
也就几十分钟。”

带着父母一起逛奉贤现代化
的城市广场，享受效果震撼的
IMAX 影院，奉贤飞速的发展让

“市区丈母娘”赞叹城郊差距的缩
小，这在以前是她想都没想过的
事情。而曾经挤在地铁里的我，
在写字楼间步履匆忙的我，更感
喟于奉贤在发展同时，对于“家乡
情结”的那份坚守。

听着父母们用着不同的上海
口音闲话家常，望着乡间的田园风
景，吃着淳朴的农家菜，逗着邻居
家的大黄狗。这一幕幕与都市快
节奏的浮光掠影相互交错，似乎提
醒着我们曾经如何走来。幸好这
里尚存一隅，让上海除了有十里洋
场，也能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
片刻牧歌。 （见习记者 周 婧）

我们的节日·中秋中秋

□记者 孙 燕/文 王菊萍/摄

72岁的陈时超，觉得即将过去
的这个国庆中秋长假，让人无限回
味。在这个长假里，他在古华公园
经历了一场“穿越旅行”。在这场

“穿越”中，他又能与少年时一般，猜
谜，给心上人赢一盏灯，镌刻终身记
忆；学着古人，中秋论箭，弘扬传统
文化；又可以与家人一起，花前月
下，泡上一壶茶，论论茶道……“这
样的中秋节，真的特别有意义。”他
由衷感慨。

事实上，这场由区文明办、南桥
镇联合打造的“穿越之旅”，感染的
不仅仅只有“70 后”。60 岁的沈卫
平，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他告诉记

者，因为家就住在附近，到古华公
园采风已成为常事。过去，无论是
国庆节假日，还是中秋节，古华公
园里虽然人流如织，但关于节庆的
元素依然略显单一。“如今，在我
的镜头里，有穿汉服的女子，有排
成长龙的雅集，还有挥毫泼墨的文
人，让人忍不住要参与其中！”沈
卫平算了算，这次“穿越”，他拍
的照片比任何时候都多，“很值得
记录。”

对 48 岁的施蕾来说，国庆、中
秋是“陪父母去旅行”的好时机。“选
择来古华公园，真是来对了。”看到
74 岁的母亲流连于雅集之中品茶
论道不亦乐乎时，施蕾这样说道。
在施蕾心里，母亲一直希望能在家

门口旅行，而古华公园上演的“穿越
之旅”正圆了母亲的心愿。施蕾说：

“在家门口，母亲就能感受到浓浓的
节日气息，还不时与志趣相投的人
谈天论地，这份快乐，千金难买。”

当然，在这场“穿越”中，只要走
进晚晴园，大家就会惊喜发现还有
一处非遗展示区。“是家长带宝宝来
体验刻纸、木雕、钩针、撕纸、皮影戏
等非物质文化的绝佳之地。”在“80
后”张俊看来，中秋游园，最大的收
获就是能让4岁的孩子感受到中国
传统文化的魅力。他说：“在平时的
亲子活动中，这方面的内容很少，我
很感谢这趟游园能让我们体验一
把。”而对于8岁的小女孩宋怡然来
说，最喜欢的就是汉服体验了，“不
用去影楼就能拍到美美的照片，真
开心。”宋怡然说。

在“穿越之旅”中，感动不分年
龄，感慨也不分先后，“我们真心希
望，每年都能过这样特别的节庆活
动。”不少市民真情流露。

□记者 孙 燕/文 通讯员 曹民国/摄

连绵的山峰，加上相距家乡
2000 多公里，没有家人和亲友，刚
开始的几个月，援青干部李亿（见下
图）无时无刻不感到寂寞。

转眼，中秋节到了，李亿的生活
也发生改变，这一天除却对亲友的
思念，更多的还有对达日百姓的牵
挂。他的愿望就是让老百姓过上越
来越好的日子，“高高兴兴过节”。

“10 月 15 日之前，几个上海援
建的项目一定要竣工。”在电话那
头，李亿把节假日里“最挂心的事”
与记者分享。他说，达日县是国内最
欠发达的地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和城市化地区依旧有很大差距。作
为青海省果洛州达日县委常委、副
县长，他感到“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很
多”。为了争取更多资源，他把自己
的微信好友圈变成了连接奉贤与达
日的窗口，让两地在这个平台上随
时碰撞出新火花。比如，奉贤区教育
局捐赠20万元用于当地教育事业，
奉贤区工商联等为当地送去物资
等。李亿算了算，光今年，奉贤就有
4个街镇分别与达日县的4个贫困
乡镇签订了帮扶协议，分别捐赠30
万元的帮扶资金。李亿觉得，这是他
送给当地百姓最好的中秋节礼物。
在互动与交流中，两地感情进一步
加深。“节后，达日县拉智觉热艺术

团还将参加 2017 中国
国际青年艺术周（上海
奉贤专场），届时，奉贤
百姓也能享受到别具
风味的文化大餐。”李
亿说。

和李亿一样，80 后
张匀作为奉贤区援黔
干 部 之 一 ，这 个 中 秋
节，同样没有回家。在
贵州省遵义市务川县，
一大早，他一边忙着准

备节后一个名为“务川乡村老教师
上海行”的活动，一边盘算着将爱心
人士捐赠的5万元在焦坝乡麻青学
校落实，“爱心人士答应给学校改造
厕所，我们一定要快。”张匀说，当地
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水要从河里抽
到几百米高的山上，“如果不更新设
备，总是断水。”他自豪地告诉记者，

“今年，我们已经争取350万元用于
务川49所村级学校，惠及6940名学
生。”当地百姓为了感谢他们，中秋
节有好几户人家都想邀请他们来家
里做客，可他们哪儿都没去，窝在宿
舍吃简餐。也有家人问张匀，为何不
和老百姓一起过，他说：“老百姓说
要杀一头猪来庆祝，可一头猪在务
川能让一家子人安稳过年，我不舍
得吃。”当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张
匀也想家，“儿子刚读小学，很不适
应，我很担心他，但是我没有办法，
组织派我到这里来，‘小家’我肯定
顾不上了。”

像李亿、张匀这样的援青、援黔
干部，奉贤一共有9名。国庆、中秋，
对他们来说，都是“奢侈品”。而他们
恰恰因为这份坚守理想的信念，用
实际行动回答“如何做一名合格的
共产党员”。

□记者 潘丹云 见习记者 周 婧

今年中秋节，张荣和同事们吃
了顿火锅，便回到项目部继续工
作。这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但
有一些奉贤人，却出门在外，坚守在
自己的岗位上。

“想家，肯定想啊！”张荣说道，
他出生在江苏，如今已成为一名新
奉贤人。2012年，稚气未脱的他来
到奉发集团下属城投公司。作为项
目负责人，隔年便与 6 名奉贤同事
一起赶赴青海完成建筑项目。一转
眼，今年已是张荣来到青海的第 5
个年头，37 栋住宅的工程项目，终
于渐入尾声。

项目接近尾声，有些同事已经
回到上海，张荣还留在青海完成收
尾清盘和结算工作。“之前过中秋
节，我们会聚在一起一展厨艺，像
家人一样团聚过节。”同事间的温
情，来自上海单位的慰问，让远在
他乡的小张感受到了温暖。面对即
将到来的供暖季，由于地质原因造
成的供暖问题、窗户漏气、水管爆

裂、水压不稳等等维修问题，正紧
锣密鼓地实施小区维修施工。

青 海 西 宁 市 海 拔 2100 米 左
右，张荣工作区域的海拔还要高出
300多米。到了11月底，青海温度
就会骤降至冰点，不再适合动工。
为了抓紧工期，张荣便与同事们又
在忙碌中度过中秋，确保青海市民
能够过上一个温暖舒适的冬天。

“每逢佳节倍思亲，” 张荣感
叹道，今年是他第5个没有回家团
圆的中秋节。起风的青海，枝头挂
金的中秋让他更添乡愁。“还好现在
通讯方便，能通过视频电话和家里
亲人聊聊天，最牵挂的还是他们的
身体健康。”去年张荣父亲去世没有
能赶上最后一程是他的遗憾。现在
最放心不下的，便是家里的老母亲
和爷爷奶奶。

张荣说，等明年工程结束了，最
想做的便是能回家探望老人。

□记者 蔡倩雯

“中秋节快乐。”中秋那天，远在
老挝的朱李贝贝一上班就收到了同
事们的祝福，让原以为会冷清的中
秋添了几分温暖。

今年4月18日，作为第九批中
国（上海）青年志愿者中的一员，来
自奉贤庄行的朱李贝贝出发前往老
挝，进行为期半年的志愿服务。“这
是我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过中秋。”当
国内正是热热闹闹庆国庆的时候，老
挝和往常的每一天并没有什么区别，
本以为中秋节也会这样，却意外收到

了同事的祝福，不仅如此，此时也正
值老挝的传统节日——龙舟节和开
门节，整个城市也充满了节日气氛。

“感觉很惊喜，我也跟当地人一起放
花灯，划龙舟，有点像我们端午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老挝距上海
近2000公里，“当然会很想家，好在
现在通讯方便，跟父母联系很方
便。”收到来自国内的采访，她笑着
说：“国内还记着我们，感觉很温
暖。”中秋节当天，朱李贝贝和一起
来老挝的队员们吃了团圆饭，“平时
我们会在家自己做饭吃，那天过节
大家决定一起出去吃。”同事的祝福

和队友的相伴，今年的中秋和以往
的每一个都不一样。

朱李贝贝在老挝国家广播电台
主要担任中文节目播音和编辑，参
与新闻节目制作、新闻稿件翻译校
对，平时有空时还会教电台有兴趣
学中文的同事汉语，生活忙碌却充
实。“刚到这时，就觉得这里比上海
条件差，但是民风很朴实，老挝人很
热情。”朱李贝贝介绍到，同事中午
都会带饭，基本上都是糯米饭或者
芒果，很贫困，但是他们都会把食物
分享给大家，“这里的生活很简单，
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快乐很纯粹。”

今年，是我独自来上海工作
的第一年。中秋没有回家，佳节
却不是一个人过的。

来上海之前，我在北京度过
了六个中秋佳节。仲秋的北京已
经略显萧瑟，节日的气氛却将整
个城市笼罩在祥和、安定中。这
时节柿子树结满了沉甸甸的柿
子，街头小巷都有糖炒栗子的身
影，石榴又大又甜。我和妈妈会
早起去菜市场采购，捎回稻香村
的月饼，再依照家里的习俗做出
一桌丰盛的晚餐。这是属于我们
一家三口简单的幸福。

再往前推些，我有十多个中
秋节是在黑龙江的爷爷奶奶家
度过的。一大家子人的中秋讲究
的就是团圆、热闹。到了晚上，全
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大餐、看中
秋晚会，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房
间。晚餐过后便开始祭月，其实
就是在院子中放一张茶几，上面
摆好月饼、梨和葡萄等水果，以
飨月光。儿时的我最喜欢爬到高
处盯着茶几发呆，月光下的食物
似乎特别朦胧、格外诱人。

西湖美景令人醉。今年，我

去了杭州和好朋友一起过中秋。
高中三年我们曾每天一同上下
学，多年不见，惊喜的发现原来
喜欢的事物还是如此一致。我们
沿着西湖走了一整圈，有一个下
午就在富春江里的一个小岛上
看江水。漫步、聊天或者不说话，
和心灵相通的人一起“浪费好看
的时间”。中秋那晚，两个人依照
家里的习俗，摆了一桌好吃的，
看晚会。吃着奶奶寄来的五仁馅
月饼，电视里传来悠悠歌声：“人
隔千里路悠悠，未曾遥闻心已
惆，请明月带问候。”我过了另一
种意义上团圆的中秋啊!

回到上海，蓝天、绿树和好
空气让我熟悉又安心。第二天，
从租住的小屋醒来下楼取快递。
看时间刚好，就站在阳光下等外
卖。不一会儿，外卖小哥风驰电
掣赶来，额外送了我几颗他刚买
的冬枣，走时还挥手大声和我说
再见。不知怎的，忽然之间，我就
开心起来。

是的，在每一个日常里，用
力、认真地好好生活。然后，相逢
的人会再相逢。（记者 崔一民）

创意中秋，“穿越”回古代 明月千里寄相思

市区来的“外来妹”

记者过中秋

青年志愿者：异国中秋很温暖

建筑工作者：
中秋忙援建 佳节倍思亲

援青、援黔干部：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在外过中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