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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
春节
，让我们回归传统享受悠闲
春节怎么过？除了传统的写福字、贴春联、吃年夜饭、走亲访友
等方式，如今人们年年有新意、
出新招。看电影、
赏戏剧、
出门自驾游
等也成为大家过年新方式。与此同时，奉城镇的“乡间小舞台”、
区福
利院的联欢会、
金海社区的村民大聚会、
各大医院和基层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迎春活动等等，
让更多的人回归传统，
享受悠闲。
尽情游玩（王菊萍
王菊萍//摄）

浓浓
“小队”邻里一家亲
□通讯员 陈 燕
春节前夕，金海社区屠家村 11
组组织了一次“浓浓邻里情，
和谐一
家亲”
村民小组的大聚会。
参加聚会的很多人已离开屠家
村多年，还有很多后辈子孙都未曾
谋面，
有的住在南桥城区，
还有的住
在闵行、松江、黄浦等多个地方，他
们的年龄跨度为 50 到 80 岁不等，
因此，老爷爷和老奶奶可是此次聚
会的明星和焦点。其中，还有一位
市区下乡知青刘惠萍，刘阿姨从
1975 年至 1979 年下乡到屠家村 11
组，至今 40 年整，在得知有聚会

活动时，她兴高采烈地乘着新开通
的地铁 5 号线回到了当年“11 小
队”这个大家庭中。
多年后的再聚首，大家虽已白
发苍苍，但从笑容可掬的脸上看到
了当年的身影，从矫健轻盈的步履
上看到了大家的健朗。
聚会的组织者村民小组长陈国
华讲述家乡发展，并深情说：
“ 我们
11 组是一个大家庭，不管大家身在
何处，
今天我们聚在一起回忆过去、
展望未来。曾经的我们在农忙时互
相帮忙插秧、入冬农闲时一起开河
挑泥；现在在习主席的领导下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村民们的生活水平

春节观影成
“新年俗”

提高了，每年年终村民们享受股权
分红；
年初收到春节福利；
困难村民
享受困难补助；每逢重阳节收到重
阳慰问……虽然现在的快速发展让
我们彼此分开，但我们的心还是在
一起。
”
“老陈，
我们明年还要聚聚”
“我
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是的明年
还要碰碰头”
“好的，
好的，
我来组织，
大家都要参加啊！”
小组长陈国华连
忙应声道。
大 家 齐 唱《相 亲 相 爱 的 一 家
人》，仿佛回到曾经的过去，感受到
了亲人团聚在一起的幸福。现场，
大家纷纷拿出手机相互拍照留念。

本报讯 （记者 邵毓琪） 长假
期间，
前往影院观影逐渐成为市民们
的
“新年俗”
。
2 月 5 日，
记者在南桥电
影院看到，
影院等候大厅座椅上挤满
了等待观看电影的市民，
自主取票机
前也排起了长队。
观看电影的除年轻
情侣以外，
还有不少老年人和孩子。
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大年初
一，她提前 3 个小时订票，发现本打
算观看的《飞驰人生》场场爆满，无
奈的她只能选择明后两天的场次。
“本以为大年初一没那么多人，
早知
道还有这么多人看电影，就应该提
前一天订票了。
”
张女士说。
记者发现，
越来越多市民将“看

电影”
列为春节一项重要活动。
在阖
家团圆的日子里，电影院内大多是
以家庭为单位的观众。在南桥宝龙
横店影城，
“ 从去年开始，每年大年
初一我都带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来
看电影。
大家伙一起笑一笑，
还增进
了亲情”
市民刘女士说。
“春节长假，
观众达 2.7 万多人，
比去年提升 10%，来观影的以家庭
居多。”该影城经理介绍。从影票预
售情况看，
《飞驰人生》和《疯狂外星
人》这两部电影的预售情况比较好，
因为今年贺岁档的影片，不仅数量
多，
而且质量高，
带动了电影市场火
爆，
奉贤市民春节观影热情高涨。

福利院老人联欢迎新年
□记者 周 婧 实习记者 李冰倩

享受阅读（王菊萍
王菊萍//摄）

观看演出（瞿 赟/摄）

舞动新春（王菊萍
王菊萍//摄）

欢歌嘹亮（王菊萍
王菊萍//摄）

“乡间小舞台”走村入户

平安志愿者护航“禁燃令”

□记者 崔一民 通讯员 金建新

□记者 周 婧

初六一大早，奉城镇久九公寓内已是热闹非凡。这里居住
的大多是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每年春节期间，奉城镇的文艺
团队总会来为他们送上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不到八点，好多老人已经拿了凳子聚集在活动室内等候，9
时许，奉韵艺术团的演员们准时来到这里，他们迅速拉起横幅、
调试好音响，
“一场好戏”正式上演，沪剧戏歌《沪上风情》、沪剧
清唱《冤有头来债有主》
《归国》
《秋月》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传
统戏曲让老人们听得如痴如醉，听到熟悉的段落还跟随音乐一
起哼起来。70 多岁的张老伯居住在这里已有多年，也是老观众
了，他说：
“ 我很喜欢欣赏沪剧等传统节目，所以特别希望文艺
团队多下来演出，
给我们这些老年人的生活添添彩。
”
据了解，久九公寓是奉城镇的养老机构，每逢春节长假，奉
城镇都会关注“老、少、边、远”，组织“乡间小舞台”文艺团队走
社区、进村居，开展冬日暖阳大拜年活动，为更多的居民群众送
上新春祝福。
今年春节，奉城镇其他文艺团队也根据自身特点排练了舞
蹈、小品、戏曲、沪剧表演唱等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开展文艺
巡演活动 10 多个场次，给老百姓带来丰富精神食粮的同时，也
为新春佳节增添了浓浓的喜庆气氛。

除夕夜 20 点，在西渡街道水闸小区广场上，一群身着红马甲
的平安志愿者如期而至。本是阖家团圆的日子，这群平均年龄超
过 70 岁的志愿者却不在家中过年，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满大街巡
逻。原来，经过几年的“禁燃令”不少市民都知道市区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
然而，
在外环外却仍有市民心存侥幸。
晚上刚过饭点，在希都公寓的小花园内响起一茬零星的礼花
声，
水闸居委主任姚美红赶忙顺着声音寻去。原来，
这群燃放鞭炮
的居民从扬州到上海来跑亲戚，对禁燃令一知半解，
“听说外环外
可以放鞭炮，
特地从老家带了些礼花来助助兴。
”
姚美红听闻后连忙解释：
“外环线以外也不能燃放烟花爆竹，
你们看这边上就是渡口，
头上还有轨交设施，
很危险。
”
巡逻中，
志愿者们将水闸居委的各个小区的每栋楼、每条弄堂
都细细走一遍。遇到燃放烟花爆竹的居民进行耐心劝导，并联系
社区民警重点加强巡逻。直至凌晨 1 点，当奉贤平安地迎接新年
的到来，
巡逻队员们这才结束了一晚上忙碌的巡逻工作。
据介绍，为了保证街道的安全，水闸居委通过网格化管理，组
成 10 人一组平安志愿者巡逻小队，在银行、渡口、人口密集的超市
区域等固守点不间断巡逻，并巡线、巡区进行检查，确保消除燃放
鞭炮的隐患。

新春联欢汇演是区福利院的“保留项目”，
今年，
区福
利院的新春联欢比往年更热闹。不仅有区福利企业管理
站的友情客串，
还有老人家属和职工们的载歌载舞，
让场
内欢声笑语一浪高过一浪。
“雄伟是山的梦，宽阔是海的梦……”和着激昂的曲
调，
区福利院的“老宝贝”
们率先登台亮嗓，
用一曲洪亮的
《共筑中国梦》拉开“奉贤区福利院迎春联欢会”的序幕。
100 多名老人走出房门，在区福利院多功能厅内，一起迎
接新年的到来。
台上，
区福利院里一群年轻的女孩用动人的舞姿，
展
现《芳华》的青春力量。她们是奋战在养老事业一线的员
工，平时穿着不显眼工作服，在岗位上兢兢业业，真正把
青春岁月奉献给养老事业。台下，
老人们不吝惜掌声，
为
“孩子们”
连连叫好。
在候场区，袁新良认真准备着葫芦丝演奏《映山红》
和《蝴蝶泉边》，他的父亲今年 94 岁，
在区福利院住了十几
年，
可以说是福利院的
“老住户”
，
袁新良对区福利院多年以
来的周全照顾充满感激。一个月前，
当被邀请参加今年联
欢会的文艺演出，
他二话不说便答应了。他说
“不仅献给自
己的父亲，
也送给院里所有的老人和工作人员。
”
台下，
翁雪珍老人身着喜庆红马甲，
跟着台上表演的
节奏一起拍手，老人说：
“今天的表演很好看！在这里住
得很开心！”
区福利院表示，老人家属和职工家属们与福利院一
路相伴、一路支持，是福利院“强而有力”的后援团，在新
的一年，
区福利院将把这份情感化为动力，
继续做好为老
服务工作。

为患者们送去春节祝福
本报讯 （记者 吴口天） 日前，全区各大医院和基
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办了各样的迎春活动，为患者们
送去春节祝福。
写“福”字成了迎春活动的特色之一，古华医院老年
病区迎来中国书法家协会胡传海、沈杰等三十多位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通过写“福”字，拍“福”照，吃“福”餐，看
“福”娃，观“福”景等活动，让两百多位住院老人健康、快
乐迎新年。
区中医医院则是将红彤彤的春联和色彩缤纷的香
囊融入活动中，活动现场不少患者和家属纷纷自告奋
勇写春联，中药香囊也饱受好评。除了各大医院，社
区迎春也很“闹忙”，泰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花艺
暖人心，浓情迎新春”，医护人员们与老年病区的患者
一齐学插花，为寒冷的冬季增添了春日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