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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大地上一抹斑斓的光彩

严志明

秋天，金秋的十?天，乡村田野最为丰

盈迷人的季节， 大片大片的农作物仿佛开

始燃烧，红的热烈，紫的氤氲，黄的耀眼，这

些颜色混合，融入，构成了一幅巨大的田园

风光的油画，置身这样的环境中，仿佛是进

入绚烂梦幻的童话世界，令人陶醉。

在这样收获硕果累累的季节，在千年

古镇周浦镇文化活动中心间徜徉行止，分

明会有一种与大自然亲密而深切的融入

感。 秀丽的风光形胜，盈盈飘逸的诗画情

韵， 时常会与吟咏此地情景的诗文相遇。

在幽静阅读室，深长走廊，洁白的墙壁上，

这些清隽的古诗句不期然而地映入参观

人眼帘，弥漫着风韵的诗意，为这地方文

化氛围做着生动的脚注。 笔者在采访中，

与普通居民随意聊天时，无数次听他们说

起，周浦镇历届党委和政府，历来崇尚群

众文化，热爱艺术，富有创造精神，推动群

众文艺繁荣发展，建筑一座相当有规模的

周浦镇文化活动中心。 它像一颗绚烂的东

方明珠，带给人们欢乐华彩，艺术享受，是

丰富着人们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家园。 开

创文艺新天地，满足人们新需求，反映时代

新风貌， 反映社会变迁中普通老百姓的梦

想与奋斗、理想与情怀，使人们真正感受到

一个人，一个集体与民族、与国家命运息息

相关，休戚与共，让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

会主义共同绽放璀璨绚丽的光辉。 周浦人

惬意恬适的业余生活，此景此情，让来到这

里的人由衷地喜爱羡慕、感叹。 “潇洒走一

回， 身闲性亦灵”“人生安乐处， 心头烦恼

空”，这些诗作，充分表露人们对文化阵地

洒脱适意的生活方式的倾心。

我与周浦镇相遇， 还是前年的事，浦

东新区作家协会和周浦镇人民政府共同

举办首届“周浦杯”全国诗歌征文大赛。 这

座有着 1300 多年历史文化的古镇， 素有

“浦东十八镇，周浦第一镇”的美誉，不同

凡响，闻名遐迩 ，也较早被国家文化部命

名为“中国民间特色文化艺术之乡”。 这块

积淀厚重的历史文化土地， 人杰地灵，千

百年来，曾经孕育出王一亭、张文虎、苏局

仙、博雷等文化名人。 悠久的历史，深厚的

文化底蕴， 繁荣的经济发展成就，“小上

海”的独特魅力，形成了周浦镇浓郁的文

化气息和华彩的文化氛围。

近年来， 伴随着浦东开发开放建设，

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周浦镇在这块热

土上描绘周浦故事的美丽画卷，始终围绕

“文化强镇”的建设目标，着力推进“文化

周浦”， 以文化美化城镇， 以文化点缀生

活，让文化艺术和生活密切相连，创造美

好精神家园。 周浦镇文化服务中心满足百

姓精神文化新需求，翻开打造文化艺术之

乡崭新一页，全力加快文化阵地和文化设

施，拓展文化服务内容，强化文化活动力，

提升文化品牌内涵，促进“文化周浦”繁荣

和发展， 让古镇周浦焕发生机和活力，绽

放文化艺术之花。

凡是到过周浦镇寻访过文化活动场

所的人们，便可知精神家园在哪里。 丰富

多彩文化生活的理念，日益成为生活在这

里的人的共识。

周浦镇内有不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拓展功能服务，满足百姓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 步履所至的周浦公园，绿茵茵

的草地，绿树葱茏，鲜花飘香，小桥流水，

让人心旷神怡， 一派秀丽古朴的江南风

光。 现代气派的周浦镇文化服务中心，占

地面积 11890 平方，是上海市示范级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 中心内有宽敞明亮的图书

馆、乒乓室、东方信息等活动阵地，全年免

费对外开放，还有气派不凡的周浦剧院。

那天， 我怀着喜悦和敬畏的心情，向

绿树花卉深处走去， 沪上首家镇级美术

馆———周浦美术馆坐落在绿树环抱，碧波

荡漾的湖畔。 这里，没有喧嚣，别有悠然的

情景。 我了解到，为了吸引更多百姓走进

身边温馨的“艺术客厅”，培养更多群众养

成共享艺术的生活方式，周浦美术馆每?

举行 2 至 3 场的展览， 开展公共教育活

动，开设文化知识讲座，搭建信息交流平

台等，观展及参与人次已逾五万人次。 能

让观众这般迷恋，不吝赞叹，不难想象它

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

年轻有为、健谈的周浦镇党委宣传委

员周俊向我介绍，全国唯一的傅雷主题图

书馆坐落周浦，巧妙地结合艺术建筑风格

与现代时新装饰，创意独特，线条强烈，别

有情致。 四周草坪葱绿，百花盛开，树木枝

繁叶茂， 在这样优雅幽静的环境中小坐，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在书海中遨游，采书

香一缕 ，仿佛徜徉在青山绿水之间，汲取

生命的能量，挥动思想的翅膀，感受生活

的美好，何尝不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思

想上的收获？

周浦镇探索以文化建设生活村居振

兴的内生动力 ，既补短板 ，又做内功 ，既

增加硬件投入，又重机制完善。文化音乐

厅走进村里，居委会里扎根，图书馆书香

进门 ，村与村联欢 ，居委与居委联欢 ，唤

醒“特色文化”……一系列探索孕育着蒸

蒸向上的力量， 持续不断辐射到千家万

户， 让古镇周浦多了富有特色的精神符

号， 为美丽周浦的文化版图增添了新的

文化坐标。

又一个难得的好天气， 蓝天白云，艳

阳高照，我行走于周浦大地上，享受着环

境与人文建设带来的愉悦舒心。

周浦是浦东新区文化设施发展的一

个缩影，无论是到这里工作还是旅游的人

都会情不自禁地赞叹其全面的建设与商

业的繁华。 在加大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致

力于打造文化高地，丰富多元文化，让百

姓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文化类服务。 近年

来，周浦举办过多次国际、全国、上海市和

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活动，推出各项精品文

化演出，向居民深入普及文化艺术，让广

大群众深切地感到生活是美好的 ， 幸福

的，心中有笃实的精神家园归属感。

村居文化厅、村居图书馆 、村居大舞

台……润物无声地进入周浦百姓的生活，

周浦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朱平红兴奋地

对我说，为了更好地向周浦百姓提出多文

化、便捷化、就近化的“文化惠民”项目，周

浦镇建设了七个社区（文化）中心，在距离

周边社区 15 分钟的生活圈里， 让百姓尽

兴享受丰富多彩文化生活，形成了一个社

区美学的巨大磁场，给人以思想启示和艺

术享受。

从工作到热爱，再到追求事业 ，在周

南社区（文化）中心工作的“90 后”倪菁晶

与文化艺术结下不解之缘。 她真诚地对我

们说，自己从小在周浦长大，现在看到家乡

无论在经济还是人文方面， 都有着巨大变

化， 是一个一直在变化， 一直在创新的周

浦，时代的前进，高昂欢乐的旋律，引领社

会风尚，激扬奋斗精神。 以前有些人觉得，

唱歌跳舞都是退休后的事， 但她从事文化

工作后发现， 许多年轻人对文化生活有着

美好向往，个人的艺术追求，内心深处的诗

意，都在社区文化生活中找到了归属。

倪菁晶还说起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周浦镇举办第一届旗袍风采大赛，各社区

的年轻人报名十分踊跃， 赛前的几次培

训，没有一个人缺席。 参赛的美丽姑娘一

路经历海选，复赛，总决赛，宛如一道道流

动的亮丽风景线，让观众为之倾倒，也增

进了社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人与人之间

亲情。

还有人以志愿者无私奉献的精神 ，

全身心地投入周浦社区文化建设 。 陈宪

珍是从浦西搬到周浦居住的居民 ， 退休

前是一位学校的语文老师，热爱唱歌 ，退

休后，她决心做自己喜欢的事，做更具社

会意义的为老百姓服务的公益性的事。

几年前，周南社区（文化）中心工作的

一位文化干部得知陈宪珍有唱歌的特长，

邀请她走出家门，给爱唱歌的居民们上歌

唱方法基础课。 学习让大家进步明显，一

个“50 后”居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

也可以唱得那么好听。 ”

然而陈宪珍并不满足，认为大家光是

一个个唱显得单调，她要建设的是一个颇

具水平的妈妈合唱团，为社会公益事业作

出更多贡献。 组建合唱团的消息一经披

露，应者云集。许多“50 后”妈妈踊跃报名。

陈宪珍道出心里话， 她创建的妈妈合唱

团，以普及为主，以亲民的姿态扎根社区，

要把优美动听的歌声及高雅艺术通过普

及的方式，传递给百姓，丰富和提升社区

的文化生活。

精神的烟云，自此间的夕阳和晚霞中

氤氲而出，穿越时空，弥散在周浦辽阔的

天地间。 那属于文艺的芬芳，滋润着斑斓

的土地和葱茏的岁?。 几年过去，这些风

景成为陈宪珍生命的背景。

那些胸中激荡的人 ， 踏上周浦的土

地，心灵也变得美好温润。 最有说服力的，

无疑就是傅雷。 这位著名文学翻译家、文

艺评论家，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

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

变化。

如今，一提起周浦，很多人都会自然

想起傅雷。 是的，傅雷已然成为周浦镇最

闪亮的“文化名片”之一。 为了发展傅雷文

化，传承傅雷精神，周浦镇依托悠远厚重

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文化高地，推进文

化建设与发展。 去年 7 ?，修缮后古色古

香的傅雷旧居向市民开放，标志艺术建筑

傅雷图书馆正式开馆，还展开“走近傅雷”

“聆听音乐”“感受艺术”“亲近文学” 等一

系列文化活动，哺育时代新人，继承傅雷

精神，培育爱国情怀。 周浦举办的第一届

“傅雷杯” 上海最美家书活动， 征集到了

1200 多封“念念家书”，这些家书中充满了

积极向上的力量，不仅反映了中国家书文

化的源远流长， 更体现了人民对人文社

会、和谐社会的美好憧憬。

沉浸在周浦古朴的风貌和浓郁的文

化氛围中，也不会忽略了周浦的另一重光

彩，这是时代赋予它的。 今天的周浦经济

发达，产业丰富，文化周浦、商贸周浦、智

慧周浦、创业周浦 、宜居周浦、和谐周浦，

在浦东开发开放波澜壮阔的大舞台上，唱

响一曲激动人心的《宏图的放歌》。

采访结束，时值傍晚时分。 归途中，我

眺望周浦的苍茫夜空，那一片流光溢彩的

灯光，熠熠闪亮，那么光耀，那么辉煌，融

入上海星汉灿烂的夜空。

当我们赞美周浦秀丽的风光，又注视

着一个又一个更为灿烂的明天。

他们与光明同在， 他们与奋斗同在，

他们永远与祖国的前进步伐同行！

文学艺术润物无声
地进入周浦百姓的生
活， 各种文化活动中都
有他们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