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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馨元我思我语

我印象中的上海

手留余香（国画） □金佳茗（作者系上海市浦师附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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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若彤奇思妙想

井底之蛙该住在哪?

在灵魂的一隅、在记忆的箱子里，你

可曾心潮澎湃、可曾不知所措？生活充

满了未知和惊喜，常常带给我们不一样

的情愫。那或许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

落、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却会让你我感触

至深。

常听人说：“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

看。”今年“十一”长假，我和家人去了贵

州省的一个小城市——兴义，它是贵州

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首府，地

处贵州、云南、广西三省（区）结合部。

相对于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而

言，兴义不那么繁华、出名，却也因此多

了一份难得的静谧。闲散地走在城市的

街道，我们不知不觉地走到一座桥下。

桥边有一条小路，窄的只能一人穿过。

我们沿着小路，踩着青石台阶，摸着斑驳

的墙壁，一路向前。

不知走了多久，我们拐进了一个小

弄堂，突然看到了一家旧书店。无需走

进店内，仅看店面的装饰就能猜到，这书

店应该有些年头了。这时，店内传来悠

扬的乐声，我们寻声入店，看到桌上的一

台留声机，上面正旋转着一张黑胶唱

片。环顾四周，店内的书无论是封面还

是内里，大多已经泛黄，有的上面还带着

黄斑。书架看上去也不“年轻”了，像是

一位沉稳、谦和的老人。一个大箱子里

堆着小人书，塞得满满当当，书的边角微

微卷起。然而，在这样一幅显得有些惨

淡的景象中，一股淡淡的书香却沁人心

脾。

我们正讶异着，一位老人走了出来，

他头发全白，岁月压弯了他的腰，他右手

还拄着一根木质拐柱。见我们的到来，

他乐呵呵地走过来招呼，并把我们带到

了书店后面的一间小屋。走进屋内，真

是感觉别有洞天——里头的藏书十分丰

富，从唐诗宋词、清末典籍，到现代诗歌

散文、中外小说戏剧……洋溢着历史的

余香。

伴着这淡淡的书香，我仿佛坐上了

时空穿梭机，穿越在时间的长河中。我

遇见了杜甫、鲁迅，见到了祥林嫂，高氏

三兄弟……这些书像是一个个安静的书

生，静静地等候着一个个知音的到来。

而我陶醉其中，乐不思返。

后来，那位老人告诉我们，他和妻子

年轻时爱看书，便收集了这些书。夫妻

俩合开了这家书店，希望把书香带给别

人，同时也找到一些知音。后来，妻子去

世了，他独自一人经营着这家书店，继续

为这些书寻觅有缘人。

走出书店，见到一棵合欢树。“惆怅

彩云飞，碧落知何许？不见合欢花，空倚

相思树。”世界纷纷扰扰，当现实和梦想

剥离时，我愿守着那一本本书，把心中的

哀伤和惆怅融入这书香中。

（作者系上海市南汇第二中学学生）

那只井底之蛙，终于从井底出来了。

外面的世界真辽阔，真精彩，它再也

不想回到那个狭小的井底了，但是又不知

道自己该住在哪儿，小青蛙就这样一直向

前走啊，走啊，走啊……

傍晚的时候，小青蛙走到了森林里，

看到了小鸟就问：“小鸟，小鸟，你知道我

该住在哪儿吗？”小鸟说：“虽然我不知道

你该住在哪儿，但是你可以跟我住。”青蛙

连忙说：“好呀，好呀。”晚上，小青蛙就和

小鸟一起住在树上。睡觉的时候，小鸟蹲

在树上，用两只爪子紧紧地抓住树枝，睡

得很香。小青蛙也学着小鸟的样子，但是

一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掉下来后它

又爬上树继续睡，可睡着后还是会从树上

掉下来，小青蛙又困又伤心。

第二天，小青蛙告别了小鸟，继续往

前走。走着走着，它来到了农场，看到了

一头大黄牛，就问：“大黄牛，大黄牛，你知

道我该住在哪儿吗？”大黄牛说：“虽然我

不知道你该住在哪儿，不过你可以跟我

住。”青蛙高兴极了，就跟着大黄牛去了农

场。晚上，大黄牛和小青蛙睡在牛棚里。

牛棚里又黑又潮，很多蚊虫飞来飞去，大

黄牛用尾巴一扫就把虫子赶走了，可是小

青蛙没有尾巴。并且，黄牛们个个都是大

块头，牛棚里实在太拥挤了，小青蛙刚找

到位置睡下，就差点被一头大黄牛踩到。

为了避免葬身大黄牛的脚底，小青蛙一个

晚上都不敢闭眼，就盼望能早点天亮。

第三天，天才蒙蒙亮，小青蛙就急匆

匆地和大黄牛告了别。它继续向前走，走

着走着，来到了一个小池塘边，看到了一

只很像自己的青蛙就跑过去问：“青蛙，青

蛙，你是住在这里吗？你知道我该住在哪

儿吗？”荷叶上的青蛙说：“你好啊，小青

蛙，我和家人都住在这个池塘里。我们在

这里捉虫，在这里产卵，这里就是我们的

家。如果你没有地方住，就和我们住在一

起吧！”小青蛙跟着这只青蛙在池塘里蹦

来蹦去，一会儿捉捉虫子，一会儿戏戏水，

玩得可开心了。

小青蛙终于找到适合自己住的地方

了，它不但收获了一份珍贵的友谊，还拥

有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夜晚，小青蛙躺在池塘里一睁眼就可

以看到一整片的天空，月亮是那么的皎

洁，星星是那么的闪亮，它终于不再是那

只井底之蛙了。

（作者系浦东新区金陆小学学生 指
导老师：钱慧琳）

上海，你就像一个摩登的时尚青年，朝

气蓬勃、神采奕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汇聚在此，他们中有身穿西服、系着领带的

跨国公司精英，有骑着摩托、戴着头盔的快

递小哥，有挎着时尚手袋、脚踩高跟鞋的职

场女性，还有推着婴儿车、提着购物袋的家

政保姆……大家在此学习、工作、生活，一

起为美好的生活打拼。他们赋予了上海多

元的文化，让上海成为一座海纳百川的国

际化大都市。

上海，你就像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小

孩，脾气难以捉摸。按理说一年有四个季

节，但在上海，气候却常常让我感觉捉摸不

透。比如，那年冬天，前一天还在下雪，第

二天温度就迅速升高，我来不及脱下羽绒

服，就要换上春装了。上海还是一个很喜

欢“哭”的小宝宝，每年的六七月，经常会连

续下两个星期的雨。我家有一只小狗，每

天需要出门遛两到三次。每到那段时间，

妈妈就开始烦恼起来，因为狗狗出门一定

会弄得全身湿漉漉的，小脚丫上还沾着泥

巴和落叶。我呢也闷闷不乐，学校的户外

活动都取消了，我们只能在室内场馆运动

或坐在教室里。真希望太阳公公早点回来

“上班”，我们就可以去操场上玩耍了。

上海，你就像一位伟大的建筑师，总是

有神来之笔，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惊喜。你

拥有带着历史记忆的外滩群楼和石库门弄

堂，也有着世界第二高的摩天大楼和造型

独特的东方明珠。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

我们去东方明珠，在里面的上海城市历史

发展陈列馆，我惊喜地看到了一百多年前

外滩的照片。原来，外滩从十九世纪便开

始经历风风雨雨，这里矗立着的一幢幢风

格迥异的古典复兴大楼，素有“外滩万国建

筑博览群”之称，是中国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外滩的变化，成为上海百年

沧桑变化的一大缩影。

上海，你还是一位大美食家，带着大家

一饱口福。在这里，我们可以品尝到世界

各地的美食，也可以吃到本地的特色小吃，

比如我最喜欢的小笼包和生煎。关于美

食，在上海有太多的网红店，吸引不少“吃

货”去打卡。我爷爷家附近，有一家叫“好

地方”的面馆，门口天天排长龙。据说，店

里的面条都是老板每天凌晨亲自现做的，

浇头也是现炒的。有意思的是，老板还是

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每天都是限量供应

面条，因为下午他要去周边走走，放松心

情，享受生活。

上海，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成长的地

方。我想对你说，希望你越来越好。

点评：
排比句的使用为文章增色不少，每一

段都有每一段的精彩。

指导老师：董佳梅
（作者系上海耀中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学生 本文获浦东新区第十届国际学生汉
语征文比赛一等奖）

□潘陆心香一瓣

邂逅书香
□陈醉诗意翩翩

遥远的天空，

有一道缤纷的彩虹，

那是母亲的笑容。

茂密的丛林，

有一朵盛开的花儿，

那是母亲的笑容。

深邃的秋夜，

有一轮皎洁的明月，

那是母亲的笑容。

辽阔的草原，

有一道美丽的朝霞，

那是母亲的笑容。

茫茫的夜空，

有一颗闪耀的星星，

那是母亲的笑容。

母亲的笑容，

陪伴我从早到晚，

给我无尽的关怀与爱。

（作者系上海市上南中学南校学生）

母亲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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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秀带”诠释开放创新高品质
（上接1版）

文采会

文旅产品大集市：
百姓演给百姓看

和望江驿相隔不远的民生艺术码头，

由昔日工业“锈带”变身而来，如今再次成

为魅力长三角·上海（浦东）公共文化和旅

游服务产品采购大会的所在地。

书院镇“海之恋”舞蹈队负责人施丹华

在现场特别高兴。以前，舞蹈队由于并非

“法人”机构，只能以挂靠的书院镇文化活动

中心的名义进行签约演出，而这一次，在浦

东文采会的服务保障下，舞蹈队终于打通了

签约渠道，“这样就让更多人认识我们的群

众‘民星’！”能够“被采购”，可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在此前的准备过程中，浦东从全

区 6000支群众文化团队中进行了精心选

拔，脱颖而出的优秀群文团队只有近百支，

他们将在文采会举办的三天时间里展示戏

曲、舞蹈、音乐、化妆、手工等节目和项目，

“老百姓演给老百姓看，是我们这次文采会

的一大亮点，”新区文体旅游局介绍，市民

群众可以亲临现场为自己的团队打 call，通
过网络平台为身边的“爱豆”增加流量。最

终，只要供需双方看对了眼，“草根明星”就

可以直接在家门口为本地居民服务。

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王玺昌

说，通过这样的安排，大量优秀的民间文艺

团体与专业文化机构之间，不再隔着若干

证书、几层审批，靠真才实学寻找属于自己

的舞台，既丰富、规范了文化产品采购，更

重要的是激活了基层文化活力。

当然，更多的“演出菜单”由专业机构提

供。在现场，172个展位与广大观众见面，近

百家长三角地区优秀文化团队进行现场展

示，由445个主体提供的1638个采购项目在

线上供需方和市民点选。文采会秉承文化

惠民的主题，坚持公共文化供给问需于民、

目标导向，推出千元以下“文化惠民菜单”，

涵盖了文艺演出、展览展示、培训讲座、艺术

导赏、电影放映、团队辅导、数字资源服务、

设施运营、多媒体设备、活动策划等十大门

类，意在助推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为长三

角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长三角

从东岸出发：
推动文化要素充分流动

“长三角一体化，文化先行。我们每次

参加浦东文采会，都有全新的收获。”南通市

文化馆馆长曹锦扬说，南通的人文地理位置

可归纳为“靠江、靠海、靠上海”，两地百姓的

文化喜好有许多相通之处。通过过去两届

文采会，一批南通的戏曲演出、非遗产品被

采购到了浦东。而在本届文采会中，他更希

望引进一些来自浦东及上海的文化产品，

“上海的沪剧、说唱、滑稽戏，都极受南通市

民欢迎。通过浦东文采会搭建‘文化走亲’

快车道，南通市民也有机会享受到上海的高

质量文旅资源。”

借助文采会平台，浦东的文化机构也

实现了迅猛发展，并期盼让影响力进一步

向长三角扩散。上海东窑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总经理吴建军说，通过发掘浦东本土陶

瓷文化脉络、推出的面向“家门口”的陶艺

培训课程，经过过去3届文采会的推介，课

程已被走出浦东，输送到了杨浦、静安、虹

口、黄浦等区。他期待今年还能与长三角

地区的需求方洽谈签约：“只要有人点单，

我们愿意到外省市送服务！”

长三角地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脉

相同。这次，南京、杭州、合肥等地数十家文

化馆和院团都来了，且各地公共文化产品服

务参展商全面“下沉”，邀请单位从省级院团

延伸至地市院团，动员相关省市文化厅

（局），对优秀院团、出版单位、演出机构、传

媒公司、文化采购单位等组团参展和采购。

相关人士认为，文采会要为整合长三角地区

公共文化资源的能力助力，要为全面提升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能级助力，就必须坚定

地走合作共赢、联动发展之路。

浦东新区文体旅游局透露，从东岸出

发，浦东未来将更多地与长三角城市互动，

力争多输出更有品质的浦东文化产品，还

将考虑在长三角城市设立文采会分会场，

推动区域文化要素充分流动，为更广地域

的人民群众提供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