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刘振伟

走进庄行镇东面积为3.53平方
公里的吕桥村，沿着一条村路踱步
数百米，有5个错落有致的口袋公
园和一座生态公园串联，绿植、小
径与健身步道相接，景致连为一
体。村路种满了紫薇花，被村民取
名为“紫薇大道”，这只是吕桥村
5组村民小组一隅。吕桥村还有17
条大小的河道遍布，宅基民房与河
岸相邻，一些绿化改造区域原来是
堆场码头，如今，俨然不见废弃堆
物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景观小船
停靠河岸，村里微景观“散珠成
串”，宅基绿化品质为村民带来了
绿意福祉。吕桥村还有天然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村里有两座明清古
桥保留完好，坐落在吕村4组的履
祥桥（谐音吕匠桥）正是吕桥村的
由来，庄北 4 组八字古桥名闻海
外。村里还涌现出很多历史文化名
人，村里建立了“吕桥乡愁馆”，
设立了“乡贤工作室”，汇聚了18
名乡贤，他们为美丽乡村建设尽心
竭力出谋划策。

庄行镇西北面积为5.7平方公
里的张塘村，生态环境好，人文资
源荟萃。这里是乡贤名人集聚与历
史文化经典故事的发源地，文化积
淀厚重。明清时期，张塘村曾走出
16 位举人、进士，30 多名秀才。
这里是明朝著名文学家 《负情侬
传》作者宋懋澄、画家《千言万壑
图》宋懋晋的故里。清华美院教授
李遊宇和他的“汉光瓷”研发团队

“安居”在此。张塘一带在历史上
是相对富足的生活聚集地，吸引了
许多文人要客到此。这种“古贤精
神”孕育着一脉相承的乡村文化，
2016 年，张塘乡贤馆落成开放，
2019 年，投资 90 万元设计升级改
造“张塘乡贤馆”成为“印象张

塘”展示馆。将“古乡贤”与“新
乡贤”的宅基课堂、道德讲堂、睦
邻点、党建微家精神新风尚贯穿融
合，去弘扬贤文化、缅怀先人、重
温历史、共建乡风文明，展现出独
特的文化魅力。

美丽乡村创建与乡村产业融合
发展，壮大振兴村集体经济是张塘
村的亮点和底色。东方美谷化妆品
代表“莹特菲勒”化妆品有限公司
是意大利集团莹特丽集团旗下专业
生产化妆笔以及相关产品的上海子
公司，在张塘村占地6.6亩，亩均税
收超过 200 万元，张塘村集体经济
收益达400余万元。近两年，张塘村
投资1500万元，为企业建造了标准
化办公空间，每年村级租金收益达
120 万元。外商独资企业东辉休闲
运动用品有限公司，生产游艇、快
艇、小型运动船艇等专业运动用品
生产，代理欧美国际品牌业务，年
税收 1800 万元，2019 年，村计提
效益达 150 余万元。从事“互联
网+循环经济”的田强环科技有限
公司总部设在张塘，现已经挂牌上
市。实践证明，产业融合生态绿色
环保企业能够促进乡村大发展。

近年来，奉贤乡村居民通过河
道淤泥清理，田间垃圾治理，环境整
治卓有成效，让人记得住乡愁，留得
下美好记忆，村民也自觉养成低碳、
绿色、环保的好习惯，注重节能环
保、养绿护绿，打造天蓝、水清、地
绿，身心愉悦的人间盛景。勤劳睿智
的奉贤人民在这块富饶的热土上创
绘画崭新画卷，用奋斗的双手创造
着更加幸福的明天！

贤医风采

□通讯员 许 诺

说起杨春明医生，前往南桥镇
光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过中医的
人都知道：“你说我们的杨医生
呀，哎哟真的是医术好，心肠也
好，好医生哎。”前段时日的三伏
天，杨春明的中医工作室更是一大
早便挤满了来打伏针的患者，其中
不乏慕名而来，往返于郊区、市区
的老年人。

二十多年来，杨春明医生怀着
一颗执着的心，一直扎根于基层。
从一名年轻医生，一步一个脚印，
逐渐成长为医院的一名“多面
手”，一名不可或缺的业务骨干。
从最初的只会针灸推拿到现在成为
一名中医全科医生，提高了自身的
诊疗水平，方便了当地群众就诊。
2016 年，他被评为奉贤区首届社
区好中医。成立了“杨春明”工作
室后，他更是成为了医院的“大忙
人”，因为忙，忘了吃饭是常有的
事，但杨医生从不抱怨，常热情地
拉着病人们了解身体恢复情况，他
和病人的关系，不像医患，倒像是
难得碰见的亲戚。杨医生说：“老
百姓相信我的医术，喜欢我这个医
生，是我最大的荣幸。”

去年四月的一个晚上，居民老
张的儿子来电，说他父亲中饭后，
便莫名其妙地打起了嗝，直到晚饭
时仍未见缓解，家人情急之下将其

送至附近的三级医院就诊，可急诊
医生也没有有效的缓解办法，建议
尝试针灸治疗。这时，老张想起了
社区医院的杨春明医生，一年前自
己的偏头痛就是他针灸治好的，杨
医生接到电话，二话不说，立即放
下手中的饭碗赶回医院给老张治
疗。赶到医院时，只见老张满脸通
红，一个连一个地打着嗝，每分钟
约有五六十次，连说话都很困难，
非常痛苦。杨医生让老张躺在治疗
床上，在特定的穴位上扎上针，并
行手法，加以温针灸，一次……二
次……三次……当第三次艾灸做完
时，老张脸色已转正常，打嗝明显
减少。“杨医生，好多了。”“等
等，再观察一下。”又留针十分
钟，完全不打嗝了，杨医生和老张

一家开心地笑了。
除了在日常工作中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做一名受群众喜欢的好
医生，杨春明医生也热心公益事
业、服务群众、奉献社会，忠实践
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者精神。在南桥镇运河居委会
的“春江健康小屋”，不管春夏秋
冬、刮风下雨，杨春明医生每个月
的第三个星期六都会准时出现，为
居民免费咨询、拔罐、针灸、体
检。他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和休息
时间为群众解决病痛，累计服务达
1800 多人次。这一干就是十二年，
分文不收。2017年4月，他又加入了

“区侨联义务夜门诊”志愿者服务
队，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服务更多
的群众。他有一次因记错了排班，提
前来到夜门诊服务，正式当班的医
生让他回去时，他看着门外众多排
队等候的病人，笑着说：“来都来了，
就让我干吧，让病人减少一点等待
治疗的时间。”当晚他连续看了十几
位病人，忙得汗流浃背。

春风暖人、阳光明媚，多年来，
杨春明医生潜心研究医术，一心为
病人除病去痛，经他医治过的病人
都将他视如朋友、视如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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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里一缕明亮的阳光
——记光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杨春明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我身边的“奉贤美奉贤强”征文选登

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 陆建国

公元前 222 年，秦朝建立前
一年。此时秦已灭楚，史书上写
着：王翦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
君，置会稽郡。也就在这一年，秦
朝在会稽郡之下，设立了一个县，
这个县便是海盐县。海盐县的县
治，就在柘林以西偏北的区域。因
为汉朝初年，这里地势下陷为湖，
县城才不得已迁到平湖市东湖一
带。东晋咸康七年（341年），县治
南迁今海盐县武原镇。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今天
的奉贤，就在这个海盐县的管辖
范围之内。西起邬桥、胡桥一线，
东至新寺、柘林一线，就是当时的

“冈身”。冈身的西界，就是大约
6000 年前的海岸线，冈身的东
界，则是 4000 年前的海岸线。到
公元 4 世纪的西晋时期，这条海
岸线向东逐渐伸展到金汇、钱桥
附近一带。到公元 8 世纪的唐朝
中期，延伸到梁典、高桥一线。到
公元10世纪的晚唐时期，才到达
头桥、奉城一带。

从秦到唐末，这漫长的岁月
里，奉贤地域都属于海盐县管辖。
这个县名的由来，其实就是一个

“盐”字！海滨广斥，盐田相望，所
以命名为海盐。

传统古籍认为，最早开启用海
水煮盐的人是宿沙氏，史称“宿沙

作煮盐”。现代一般认为，宿沙氏其
人，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实际
上用海水煮盐，应该是生活在海边
的先民经过长期摸索和实践创造
出来的。也许宿沙氏将煮盐的方法
提升推广，后人也就将采制海盐的
发明权归到了他的头上。

奉贤阳光充足，是晒盐的理想
场所。最简便的方法，是直接将太
阳晒干的海滩泥沙，浇海水过滤，
制成高盐分的卤水，再将卤水存在
池中，在阳光下蒸发结晶成盐。

奉贤很多地名都含有“团”
“灶”字样，就是因为历史上这些
地方的居民都以煮盐为生，而团、
灶，就是盐业生产的管理组织机
构。譬如四团，就是昔日松江府盐
政司的青村盐场第四团，故而得
名。

奉贤区域内最大的海盐产
场，是袁浦场，位于现在的柘林
镇，宋时称袁部场。历代政府在柘
林设司令丞、盐课大使、场知事、
场长等管理盐务。北宋年间，这里
的年产盐为 13 万石。明崇祯年
间，年产盐为 300 万斤。清代，年
产盐提升至近1000万斤。

所以，丰富的海洋资源使得
盐业成为当时奉贤的一大产业。

讲述文史故事 弘扬“贤美文化”

奉贤的奉“盐”时代

政协视点

优 味 鲜 餐 饮
（上 海） 有 限 公
司，聘请多名拥
有中国厨师协会
证书的专业厨师
组成菜品研发团
队，专业配套为
开发区落户企业
及群体客户提供
绿色健康、色香
味俱全的中华美
食体验。

图 为 公 司 员
工正在为上海市
工业综合开发区
内企业提供商务
快餐、套餐团餐配
送。 （王菊萍

/摄影报道）

让奉贤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上接1版）
老百姓获得感明显增强，工作

值得肯定。
庄木弟指出，站在新的起点，

要坚持把西渡未来发展放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新发展理念、新
发展格局”中思考谋划，对标对表
找差距，用未来定义当下，突破常
规、扩大开放、开辟新路，不断满
足群众期盼。要以“我看世界、世
界看我”的胸怀，进一步解放思
想、敢为人先，不走传统发展老
路，聚焦战略新型产业发展，让西

渡成为奉贤发展亮点、热点和新增
长点；要坚持在“大格局、大手
笔、大发展”上下功夫，主动融入
长三角一体化、奉贤新城建设大格
局，进一步加大招商引智力度，制
定既可操作又可为未来留下发展空
间的举措，大手笔推进南上海生态
商务区、浦江南岸建设，形成大发
展之势；要在改革创新中做文章，
探索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加快
推进宅基地置换，聚焦民生改善，
确保引进项目质量水平一流，形成
特色、打响品牌。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龙华，
副区长王建东参加调研。

11月18日上午，庄木弟调研奉
贤区综合交通发展“十四五”规划时
指出，要立足“新片区西部门户、
南上海城市中心、长三角活力新
城”定位，以奉贤区“十四五”规
划编制为契机，聚焦自贸区新片
区、奉贤新城建设等重大机遇，在
布局好奉贤与市中心、长三角的路
网联通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做
强交通枢纽作用，推动综合交通建
设与城市空间、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的改变深度结合，让人民群众更有
获得感。

区委常委、副区长连正华出席
会议。

遵义市党政代表团来奉贤考察
（上接1版）第三届东方美谷国

际化妆品大会也于近期成功举办。
奉贤将继续乘势而上，向高端化妆
品的“私人订制”和“新零售”领域进
军，不断精耕细作、推陈出新，打响

“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的品牌，为
国人的美丽健康事业作出贡献。与
此同时，奉贤将立足“新片区西部门

户、南上海城市中心、长三角活力新
城”的定位，全力建设创新之城、节
点之城、公园之城、美丽之城与文化
创意之都，使奉贤更具城市之美、产
业之美和生态之美。

魏树旺表示，近年来，奉贤区为
遵义市务川、凤冈、余庆三县的脱贫
攻坚、经济建设、改善民生等工作提
供了精准帮扶，取得了显著成效，希

望双方继续加强协作、创新机制，在
中医药研发运用、“红色”文旅资源
开发等方面进行探索，使对口帮扶
工作朝着更加精准、务实的方向迈
进。

遵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范元
平、遵义市政协主席石邦林等参加
考察，区委常委、副区长顾耀明等陪
同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