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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我想为您鞠躬
■ 陈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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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者的情怀
——写在九棵树开演之际

副刊投稿邮箱：
921393236@qq.com

青春文字青春文字

奉贤，春色满园
■ 黄春晖

诗以言志诗以言志

■ 余荫椿

我爱你，中国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
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
来，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随着稚嫩的童音响彻在天安
门广场，入眼帘的是庄严的军
队，56 个各具特色的民族，港澳
代表以及外国友人的隆重出席。
这是一场多么盛大的“宴会”。看
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我思绪
万千——“你是中华民族风雨兼
程的见证，你是中华民族呕心沥
血的杰作。身为青少年的我被你
的深沉，被你的伟大而深深撼
动。祖国，我想为你高歌！”

“古老的中国，年轻的中国，
充满希望的中国。遥远的世界，
连通的世界，命运与共的世界，
将共同见证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
征。”这句话我记忆犹新。两次对
比使我琢磨，古老是否代表着中
国历史悠久？年轻与充满希望，
则代表着对中国注入新鲜血液的
后生力量寄予无限希冀；遥远与
连通，就像天空和宇宙，尽管遥
远却接连相通。是否代表着尽管
天各一方，我们仍然身处同一个

世界，我们同舟共济，我们同甘
共苦。祖国，我想为你鞠躬。

在我们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
平主席的讲话中，有这样一句话：

“中国的昨天已经记在史册上了，
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
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我
看到镜头切换到广大民众时，大家
脸 上 的 满 足 感 与 幸 福 感—— 从
1949年的10月1日到2019的10月
1 日，我们的祖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不停进步，不停建设，取得了不朽
伟业。这七十年里，中华人民牢记
祖国曾经历过的荣辱得失；这七十
年里，我们的国家已成为人口最
多，经济繁荣的强国。是这样的不
断努力，是这样的抛头颅、洒热血
的精神鼓舞着我们，引领着我们。
祖国，请允许我为你送上最美丽的
花环。

在这样一个热血沸腾的一天
里，我们见证了祖国最为先进的武
器与精神抖擞，气宇轩昂的人民解
放军、人民武装警察……他们是值
得被尊敬的高尚的国家守卫军。
他们的朴实无华，献身于国家的精
神，也让我对祖国母亲感到骄傲与
自豪。

而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新生
代的力量，已经站在了时代的浪潮
上。我们应当拥有“一代更比一代
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觉悟。社会
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它
是瑰丽的珍宝，是七彩的云霞，更是
绚丽的极光。

小时候，总是无忧无虑。父母
亲很忙，无暇顾及我和姐姐。记忆
里，和姐姐偶尔分享鱼皮花生留下
的余香，与同学菜花地里放飞风筝
绽放的心情……至今都能依稀触
摸到。可偏偏去市区，是我最难言
的感受。

初中时，父亲在市中心工作，
我偶尔便会和姐姐去看他。那时，
父亲总会让同事陪着我们去徐家
汇商圈添置衣服。商场里的营业员
是些上了年纪的阿姨，不知为什
么，有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说着
一口流利的沪语，似乎能通晓一
切。我和姐姐，在商场里手足无措，
沪语说不来，普通话不便说，奉贤
土话不敢讲，每次买衣服，难免陷
入尴尬。

到了大学，和朋友说起奉贤，
在别人眼神里一次次得到相同的
答案。奉贤，不仅陌生，而且遥远。

“你的家乡应该都是农田，没有城
镇。”这是大学同桌听说我来自奉
贤后的第一反应，我很想辩解，但
一想到和市中心相比，虽有商店，
但规模不大；虽有剧场，但设施陈
旧；虽有城镇，但小里小气。我的底
气便荡然无存。去市区，要摆渡；坐
公交，要半天；想交流，不知如何开
口……当时，市中心与我们而言，
似乎只能抬头仰望。

2011年，我有幸能在区新闻办
挂职。那几年，奉贤正处于由蓄势
待发向快速崛起转变的重要关口，
随着奉贤的大发展，奉贤越来越引
起社会外界的广泛关注，良好的发
展速度、务实的作风建设、创新的
工作思路、热闹的四季节庆……
2012上海奉贤菜花节、2012上海国
际英才创新创业活动周、“科学发
展在上海——东方网区县行”大型
系列报道活动，奉贤大事多、喜事
多、要事多，越来越多的社会各界
媒体走进奉贤，了解奉贤、报道奉
贤、回味奉贤。也正如此，我有了更
多学习的机会和施展的舞台。在一
次次重大新闻宣传战役的参与实
践中，我和媒体有了更多接触。我
们的耐心、诚心、热情、友好，给媒
体留下了深刻印象。媒体们发自内
心对奉贤的感受，让我这个土生土
长的奉贤人不自觉挺起了腰杆。

当时有几位中央、市区的媒体

老师，他们由衷感叹，“市区，太
堵了！人堵，车堵，让人糟心。奉
贤，空气好，人热情，发展潜力
大，是个适宜居住的好地方。”奉
贤不仅开始让外人熟悉，也让他们
心生向往了。

2018 年 11 月 24 日，“美丽赋
能、美好生活”东方美谷国际化妆
品大会在奉贤成功举办。来自十余
个国家（地区）的化妆品协会掌门
人、百余家世界知名化妆品企业总
裁等行业领军者，以及行业内专家
学者，接连带来数场主旨演讲和圆
桌论坛，围绕中国化妆品产业的监
管政策、发展趋势等话题展开探
讨，共绘美丽健康产业的蓝图。而
位于奉贤新城城市客厅“上海之
鱼”旁的奉贤区城市博物馆已开
始。全国首座森林剧院九棵树（上
海）未来艺术中心已经基本完成
500 座多功能剧场和 300 座半开放
式主题剧场的装饰工程，如今已竣
工并投入使用……

一个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让人
充满期待。今后我们不用再专程奔
赴市区，只为购一样物件、观一场

演出，看一个展览……只要愿意，
步行即能前往。这些年，曾经羞于
抬头的“乡下人”，已经伴随着奉贤
的成长、成熟、成功，变得更加美丽
从容，优雅自信。

前些天，收到奉贤广播电台老
师发来的微信链接，我和儿子一起
参与的音频节目播出了。《安静是
什么》是我们们录制的一首小诗。
陪伴儿子阅读，内心安静又幸福。
而一本书，一次相遇，一座城市
……都可能明媚自己，温暖自己。
如今，漫步在奉贤鸟语花香、诗意
盎然的大街小巷，很多时候，我仿
佛能听见花儿的绽放，云朵的问
候；在阵阵稻花香里，遇见清风、半
夜、鸣蝉，而七八个星、两三点雨，
则一路随行。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
脚下这片沃土，取名“奉贤”，彰显
后人以言偃为楷模，崇尚“敬奉贤
人，见贤思齐”的民风。未来，充满
激情、富于创造的奉贤，将在更多
人的关注、参与、奋斗中，呈现出更
加美丽健康、风姿绰约的未来！

2017 年 5 月，我接到了一个既
令人兴奋又令人担心的任务：由我
们部门负责九棵树的全部建设管
理，为了 2019 年国际艺术节开业，
必须在2019年8月完工！而此刻，
土地还未取得、方案还未审批现场、
还未搬迁……项目整体占地 110
亩，7.7万平方体量的建筑，如此复
杂的机电系统、舞台音响设备及室
内装修、外部道路、周边绿化景观打
造。如此巨大的工作量，整个建设
周期是2年3个月。要知道，常规这
样的项目建设至少需要四年。

担心归担心，作为新城的建设
者，我们知道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团
队始终在不断挑战、不断创新、不断
把不可能变可能。从那一天起，新

城成立了以董事长挂帅的项目指挥
部，从项目例会到九棵树的现场选
定，公司领导无不重视；从那一天
起，“为光荣和梦想奋斗”的标语放
在了项目部入口处，让进进出出的
每一个人都在告诫自己；也是从那
天起，项目建设团队进入了一个高
节奏的工作状态。6 月，用一个月
完成 180 亩几万株树木的林地搬
迁。9月，取得土地后，用不到2个
月时间完成施工许可证办理，用22
个月时间完成整个项目施工建设，
在项目竣工同时完成备案制验收，
创下了项目建设史上的奇迹。看似
这些简单的数字，却凝聚着无数建
设者的心血。

我的身边，也涌现了无数令我

感动、令我敬佩的建设者：不为名不
为利，全身心投入工程一线的总顾
问，70多岁的他还爬在几十米高的
脚手架上，每次来现场都会换好几
套湿透的衣服；6进6出晒成“黑人”
的新城项目经理，用手机记录着每
个角落的点点滴滴：总包项目经理，
全国五一劳模获得者，名不虚传，天
天在工地上能见到他，超强的专业
技术能力和以身作则的工作态度，
使他得到了所有人的敬重；装饰集
团的小伙子，每天日行三万多步，以
快速的步伐穿梭在项目区域，楼梯
弧线、1200 人木饰面弧线、大理石
铺装弧线，把室内装修做成了艺术
品。如此为光荣与梦想奉献的感动
人物还有很多很多……

如今，把法方的设计方案完美
在现实中实现、把项目设计之初的

“四个不一般”淋漓展现。在试运行
的一个多月里，我们接待了国内外
各方领导专家，承受了一场场不同
剧目的压力测试，在无数人称赞与
惊叹的同时，我们建设者的泪眼湿
润了，六百多个日日夜夜的付出，
无数次现场方案技术会议、无数次
现场交叉施工协调会议、无数次争
吵、无数次不理解，都在这一刻释
然了。为了光荣与梦想，我们有过
2018 年一月的“八百勇士大雪中
奋战”感人画面、也有过“再次吹
响集结号”的勉励文章，我们努力
过了、我们付出过了，为了这个伟
大的建筑投入了情感、挥洒了热
血。今天，我们看到了它以优美的
身姿破土伫立在千亩林地之中，看
到了它已成奉贤人民的网红打卡
地、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也看到了
它将成为奉贤走向国际化的门户。
这，就够了！

这就是我们建设者的情怀！我
们为祖国母亲70华诞，奉上了新城
建设者的贺礼！

一

韶光飞逝七秩春，

国运昌隆大业欣。

九域鼎新开盛世，

百年筑梦喜成真。

二

砥砺前行万马奔，

不忘使命记初心。

五星照耀中华志，

绘尽金瓯锦绣春。

■ 张 明

奉贤海滩

■ 平 燕

身边故事身边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