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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泾··

文 周颂鲁（淞二居民区）

去年“七一”前夕，我观看了新
泾镇防疫宣传片《照亮征程的光》。
片子反映了在镇党委的坚强领导
下，新泾人民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疫情，挺身而出，用大无畏的精神演
绎“奋斗”，诠释“英雄”，给了我很
多感动。今年开春，有机会重温这部
作品，好像又走进了成千上万的战
疫者，回到了 2020 年阻击新冠疫
情的峥嵘岁月。

微光颂

重温防疫宣传片，再次聆听片
首的旁白：“微光联结微光，持续奋
斗，照亮征程。”让我充满了“你的
身后有我，我的身后有你，我和祖国
站在一起”的战斗豪情。旁白像一
段导语，它用最简洁的文字，开门见
山，向观众介绍了这场伟大斗争中
的新泾故事。没错，就个体而言，一
个人的微光无足轻重。但人民群众
团结起来的力量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是天、是地、是山、是海……
片子气势磅礴，脉络清晰。它通

过两条线，全景式地展示了新泾镇
抗击新冠疫情的日日夜夜。第一条
线是一支队伍，一支集结在党旗下
由各级党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和广
大人民群众凝聚而成的战疫队伍。
我再一次见到了绿八党总支书记刘
观锡。战斗打响以后，是党总支“联
合条线力量”、“联合社区力量”、
“联合志愿力量”，依靠三个“联”
的优势兵力，在居民区打了一场漂
亮的防控保卫战。荣茂公司也是好
样的，党支部书记王巍在防疫物资

紧缺的情况下，主动向淮阴居民区、
鑫达总公司伸出援手，为打赢新泾
保卫战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屈家桥
居民区有两位老党员，67岁的李嘉
康值守小区大门，每天凌晨 3 点到
下午 3 点雷打不动，被誉为“社区
守门人”。49岁的李四根人称“社
区小喇叭”，战疫期间，他带着心爱
的电喇叭通知口罩预约、宣传防疫
知识，走遍了小区。这些普普通通的
党员把初心端端正正地写在抗疫斗
争的第一线，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回望 33 个居民
区，成千上万的新泾人齐心协力，
“宅”起了一座阻断新冠病毒的钢
铁长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社区群
众挺身而出，布好“三张网”、把好
“四道关”、办好“五件事”，硬生生
地扼住了病毒的咽喉。是的，发光不
是太阳的专利。只要众志成城，万众
一心，千千万万的微光也能汇聚成
春暖花开的力量。
第二条线是一个历程，一个从

“阻断病毒”到“外防输入”，再到
“复工复产”的战斗历程。我要给
镇消毒站 15 位外来媳妇点个赞。
在“外防输入”最艰难的时刻，她
们执行着闭环中车辆和各个隔离
点的消杀任务。连续奋战 40 天，
不要说回老家，连上海的小家都没
回过。工作特殊，需要迂回作战，
吃饭和休息都在外面。一个多月，
娘子军成了名副其实的野战军。
跟着片子的节奏，我又来到了绿谷
别墅。这个程桥居民区的特殊小
区，住着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50
户、800 多位外籍人士。没错，片子
中的意大利女士就是在这棵大树

下接受采访的。洋大姐一脸轻松
她对着镜头说，“在疫情期间能生
活在中国，我感到庆幸……”但此
时此地，绿谷别墅的物业员工却没
那么轻松。这是黎明前的一段黑
暗，“外防”、“内防” 交叉叠加。
他们每天坚持四次消杀，对扶手、
把手、卫生间还要重点关照。前台
的客服人员也在坚守，分分秒秒都
是韧的战斗。想过没有，在没有空
调的冬夜里，守着电话机 24 小时
为住户提供服务有多煎熬。是的，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无论晨
曦和深夜总有微光在闪烁。
感谢主创团队的匠心，从许许

多多声画素材的铺垫中，我读懂了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科学决策，从
新泾镇全民战疫的波澜壮阔中真切
感受到了镇党委的坚强领导。

真理的味道

在这次活动中，除了重温防疫
宣传片外，我还有幸采访了片子的
主创团队。这个团队是年轻人的天
下，大多来自新泾镇的党政机关。交
流互动之时，一个个倾吐着自己的
心里话。
小伙伴们没有抗洪、抗震的经

历，留下过遗憾。但“天降大任于
斯人”，抗疫给了他们机会。年轻
人拿起摄像器材当“武器”，像战
士一样踏上征途，与新冠病毒展
开了殊死的搏杀。也许坐久了办
公室，上“战场”的感觉太爽了，
居然成了他们难忘的“获得感”。
小伙伴们行事低调，不在乎名利，
只求踏踏实实做一回真实的自
己。他们隐姓埋名，给自己的团队

起了一个“楚晴天”的笔名。这个
谦和、内敛、心灵丰盈的亮相很酷，
也很有“品位”。年轻人心存高远，
他们没有忘记，党的百年华诞正在
悄悄临近。决心向当年平均年龄只
有 28 岁的建党先辈学习致敬，用
实际行动与之展开一场时隔百年
的“青春对话”。这种打开信仰的
方式，有境界、有情怀，充满朝气，
提升了他们的“政治站位”。
主创团队是由“编导”和“拍

摄”两个部门组成的。编导组缜密
思考，不断创新，用新泾镇战疫中的
质朴和厚重向先辈作了汇报，“对
话”是成功的。举两个例子，其一，
强有力的开场。猎猎的红旗，悲愤的
人民，一个个人自为战、楼自为战的
镜头，一幕幕设岗守门、倾力解决口
罩等防疫物资短缺的场景告诉观
众，这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荡气
回肠的几个回合，一下子将防疫宣
传片的气势撑了起来。其二，自始至
终的气势如虹。根据纪录片的特点，
编导组边发生、边编导、边拍摄，不
间断地注入新的故事。分分秒秒的
与时俱进，给了防疫宣传片一以贯
之的视觉冲击。观众受到了鼓舞，全
镇上下士气大振。
拍摄组的“对话”同样高光亮

眼。年轻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有一次出任务，三个小伙伴三辆
“小电驴”。连续三天，每天十个小
时在机场、隔离点、居民区的闭环中
穿梭。三十个小时，跑了三十个点
位，拍了四十多个场景，采访了三十
多个人。每天用车轮子“丈量”马
路，工作累啊，人都成面条了吧？不，
经历了一场建党精神的洗礼，小伙

伴反倒生龙活虎，并深切地体会到
了肩负的责任和使命。2020 年 4月
中旬，拍摄组接到了集中两天补拍
的任务。第一站去“西联环卫”拍防
疫垃圾集中转运。天气转暖了，熏人
的脏臭和感染的风险让人窒息。但
是小伙伴们斗志昂扬，不怕 “窒
息”，战胜“窒息”，硬是圆满地完
成了任务。补拍小区里恢复正常生
活的内容，刚开始找不到合适的镜
头，他们耐着性子等机会。突然，传
来了虹林新苑的外籍居民在小区里
遛狗的信息。小伙伴脑筋急转弯，跨
上“小电驴”奔驰而去。终于在“山
穷水尽”之际，收获了满满的“柳暗
花明”。收工回家，经过美丽街区，
工程队的一干人马正在铺路砖、修
花坛……小伙伴们灵机一动，一个
“短平快”，将复工复产的镜头也捎
带补上了。
经常说感悟真理。在迎庆中国

共产党诞生 100 周年的过程中，
主创团队的年轻人终于明白了，
感悟党的初心使命就是感悟真
理。行文至此，想起了一则故事。
1920 年早春的某个夜晚，浙江义
乌的一间农舍里，年轻的陈望道
正在埋头翻译《共产党宣言》。母
亲爱子心切，端来了粽子和红糖。
当她进来收拾碗筷时，发现红糖
一点没动，儿子却满嘴墨汁不停
地自言自语：“够甜了，够甜了。”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讲过
这个故事，并意味深长地说：“真
理的味道非常甜。”我在想，这些
制作防疫宣传片的年轻人何等忘
我，又如此快乐，莫非他们也尝到
了真理的味道？

照亮征程的光
———重温新泾镇防疫宣传片有感

【生活随笔】

【生活札记】

心与心贴得更紧了
文 陈月芹（双流居民区）

6月 2 日上午，冒着蒙蒙细雨，
40 余位双流居民区党员郑重地佩
戴好党徽，在党总支书记夏正荣同
志带领下，来到青浦区练塘镇参观
陈云纪念馆。
大家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认真

仔细地看完展馆展示的大量图文和
实物资料。缅怀陈云同志的生平业
绩，深刻体会陈云同志在我党历史
上的地位和作用。
相比之下，陈云同志对自己的

评价却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按照
人民的要求做了一些工作，仅此而

已。多么朴实的话语，多么低调的为
人，使我们更加肃然起敬。
其中吴志喜烈士的事迹感人

至深。他是松江县学生联合会会
长兼景贤中学学生会会长。1926
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由党组
织派往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
1927 年，他与陈云同志等在小蒸
地区发展基层组织，恢复农民协
会，成立农民革命军，组织农民武
装暴动。在枫泾暴动时，被敌人重
重包围，因掩护战友撤退，不幸被
捕。受尽酷刑，十个手指甲全被拔
掉，但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最
后就义于松江小校场，年仅 17

岁。讲解员讲到这里，人群中有人
叹息：“只有我们孙子那样大的年
纪啊，那么小就牺牲了。”听着一
位位烈士的事迹介绍，大家充满了
敬意，充满了感动。
来到烈士纪念碑前，敬献了花

圈，默哀致敬。耳边回荡着国歌和
国际歌的旋律声，眼前是高耸的烈
士纪念碑，庄严肃穆，夏书记带领
大家举起右手，一句句重温了入党
誓言。
这样的场景，久久激荡在胸

中，使老党员们的心与党贴得更紧
了。近 50 年党龄的陈燕燕想起了
当年争取入党的情景。她曾是务农

知青，上世纪 70 年代初，来到艰苦
的崇明乡下。开始，由于她身材不
高，身体瘦弱，村里照顾她与老人
们一起干活。她积极要求上进，主
动要求干重活，开河挑泥，插秧割
稻，样样抢先，拿过与男壮力一样
的工分。第二年入团，第三年入党，
后来被送到华师大读书，成长为高
校一名处级干部。与陈燕燕同样经
历的党员很多，难忘当年入党初
心，难忘当年入党誓言。只要党一
声呼喊，愿一如既往，不怕苦和累，
继续无私奉献，发挥作用，当一名
社区合格的志愿者。
入党积极分子的心与党贴得更

紧了。退休医护工作者、社区优秀志
愿者刘永娣女士是这次活动的特邀
代表之一。她说：“能列席党员的学
习活动真高兴。希望党组织和党员
们不断帮助我，让我早日加入你们
的队伍。”身旁的党员立即拉着她
的手说，“欢迎，非常欢迎你早日加
入我们的队伍！”她认真地观展，拍
了不少照片，发了朋友圈，表达她愉
悦的心情。
在庆祝党诞生 100 周年之际，

这样的学习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党员
们热爱党，热爱祖国，坚定信仰，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社区，再作
贡献的信心和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