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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叶海慧 实习生 喻朋
通讯员 丁锡林 文/摄

近日，梁垛镇舍港村的村民正
忙着给水稻洒药、施肥，何俊的农
资店人来人往，忙碌异常。“不用再
多了，这个量够了，回去就按照我
说的撒就行！”年纪大的村民非要
多买，何俊忙劝阻。如今，何俊可
是村里的红人，不仅率先走上致富
路，还热心帮助村民，获赞无数。

2014 年，舍港村大力推进土
地流转。何俊与妻子放弃上海优
厚的工资，回乡承包 320亩土地，
成立丰华家庭农场。“觉得土地流
转是未来农村发展的趋势”说起初
衷，何俊觉得路没选错。可是，第
一次尝试种粮，损失惨重。2015
年，雨特多，何俊没有种植经验，抢

在雨季时节播种小麦，雨水泡烂了
小麦根、出苗率低，当年他的小麦
亩产只有300多斤，“每亩净亏了
500元，亏在不懂技术”。

那次以后，何俊疯狂学习农业
种植技术，不仅自学，还在市农委
的召集下到东台、盐城、淮安等地
接受专业培训，并迅速扩大朋友
圈，种粮再也没有亏过，还走出网
络销售的渠道。2016 年，夏收小
麦价格普遍低迷，何俊及时在网上
获知信息，300多亩小麦只用三天
时间，全部收割脱粒、烘干、送交粮
库。在普通农户还在担心小麦怎
么卖出去的时候，丰华农场的小麦
销售款已经到账。今年，何俊种了
30亩大棚西瓜，绝大部分都在网上
销售，足不出户，在田边就将西瓜
卖出，价格还比本地商贩给的每斤
高0.1－0.2 元。“网络销售去掉中
间环节，价格自然要高。”何俊自豪
地说。

舍港村实现土地流转后，农户
们不再被农田束缚，解放了劳动
力，一部分人搞经营，一部分人到
企业务工。但是，还有部分 50至
70岁，身体健康、主观上想做工的

“老人”却闲得慌。在村组干部的
支持下，何俊把她们安排到自家的
农场拔草、整理田块角落等，干机

器无法完成的农活。一年下来，老
人们生活充实不说，也有几千元收
入。

安排老人做工，何俊讲求人性
化管理。有些老人早晚要接送小
孩，可以晚来早走；有些老人小伤
小病要去医务室，也可以早点下
班；中午天气太热，何俊还招待午
餐，让老人可以多休息一会儿。这
些老人说：“何俊体贴我们，在这儿
做工放心。”

在种植过程中，何俊发现农资
产品经过多层商贩转手后，价格提
高了不少。于是，他在市农资公司
的支持下，办了一个农资代售网
点，销售价格比市场低了不少，既
减少了自家农场成本，也为周围农
场及农户带来了实惠。在销售上，
他把服务乡亲当成一项重要任务，
农户种不完的种子可以退回；买来
搅拌机，免费为农户拌种，保证种
子药量均匀；老人购买肥料，他亲
自送上门。

今年，何俊的 30 亩西瓜喜获
丰收，他首先想到的是村里的老
人，给高龄老人每人送了一个大西
瓜，又给本组各户都送了一个，之
后才开售。乡亲们纷纷竖起大拇
指称赞：何俊富了，没有忘记众乡
亲。

致富路上，不忘帮助众乡亲
一一记梁垛镇舍港村丰华农场场长何俊

记者 陈美林 通讯员 朱荣胜 徐婧

8月1日晚, 时堰镇嵇东村村部
灯光闪烁,人头攒动, 嵇东村“文明
村之夏”纳凉晚会在这里举行。现
场欢声笑语、载歌载舞，一片热闹非
凡的景象。

这是一台由村里主办，镇文化
服务中心、时堰镇艺术团、蛮丫头
舞蹈队协办的晚会。歌舞、器乐、
独唱、合唱等节目形式多样，京剧、
淮剧、歌剧、豫剧等剧种纷纷登台亮

相，演员们围绕着文明村的往昔今
朝，讴歌了新时代的新生活。精彩
纷呈的节目，为群众奉献了一场
视觉盛宴，也给炎炎夏日带来一
丝凉意，众多周边村民纷纷前来
观看。

谈及嵇东村的文明村史，村党
委书记曹森林非常自豪，他告诉记
者，38年前的8月，嵇东村在全国率
先开展“创建文明村，培养新农民”
的活动，村党支部领导社员创建文
明村、评选文明家庭，促使人们的精

神面貌迅速发生变化，并于1982年
获评全国首个文明村。一石激起千
层浪，全国上下“讲文明、促和谐”蔚
然成风，文明村创建在全国遍地开
花。此后，嵇东村不断赋予文明村
创建新的内涵，村两委会在镇党委、
政府的领导下，紧紧围绕经济建设
中心，大力发展村级经济和私营经
济，村级经济不断增强，村容村貌不
断改观，村民生活富裕素质提高，幸
福指数大幅度提升，一大批新型农
民脱颖而出，全体村民依靠自己智

慧和勤劳的双手过上了幸福美满的
日子。如今这里党风正、民风淳、村
民生活殷实，人人思进，社会稳定。

此次晚会，说文明、唱文明、演
文明，文明贯穿始终，通过文艺表演
的形式，揭开嵇东村再建全国文明
村的序幕，激发出广大党员干部和
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农村的积极性，以更加高昂的斗
志，为建设“强富美高”新嵇东努力
奋斗。

一台纳凉晚会背后的一台纳凉晚会背后的3838年文明往年文明往事事

卢生根 王成凤 文/摄

在市老年大学太极拳
课堂上，有一位身材苗条、
圆脸大眼、飒爽英姿的女
教师，教学中时而示范动
作，时而点评规范要点，动
作娴熟、优美大方，讲授清
晰、嗓音甜美洪亮，她就是
蕙质兰心的太极拳老师
——景晓兰。

景晓兰今年 52 岁，她
从小就深深地热爱太极运
动。多次应邀参加各类表
演。2009 年，景晓兰跟随
陈正雷大师的弟子齐庆典
师 傅 学 习 陈 式 太 极 拳 ，
2012 年正式拜师，成为陈
式太极拳的第十三代传承
人。10 多年来，她不仅经
常外出学习交流，代表东
台去盐城、泰州、徐州等地
参加比赛，还追寻到陈式
太极拳发祥地河南省温县
陈家沟学习。2012 年，在
香港感恩杯国际武术节比
赛中，她荣获 24式简化太
极拳个人比赛和42式太极
剑竞赛套路两个金牌和传
统陈式太极拳银牌。2016
年，陈家沟国际功夫精英
赛，她获得陈式太极拳银
奖。此外，她在全国陈式
太极拳竞赛中多次一路过
关斩将，披金摘银。

景晓兰常说：“太极是
国 宝 ，练 太 极 有 利 于 健
康。”她自办了太极拳训练
馆，许多上班族和社会人
员慕名参加学习，她还经
常应一些社区和社会团体
之邀，不辞辛劳热心送教，

为家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
太极学员。2014 年，她被
推举为市太极协会副会
长。

去年暑期，景晓兰受邀
担任市老年大学太极拳老
师后，许多人纷纷前来报
名，太极班学员从原来的
30 多人翻了一番，增加到
60多人。去年秋学期教的
是 42式竞赛套路太极拳，
学员大多是六七十岁左右
的老年人，学习基础参差
不齐，有的对太极知识一
无所知。景晓兰不气馁、
不急躁，她怀着满腔爱心
和热情，静下心来，重新备
课，编写教案，每堂课只教
一两个动作，做到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一边讲授，一
边示范，而且把每个动作
拆散分解开来，一遍又一
遍地讲授和练习。为了便
于学员们学习模仿，她还
带上几名助教，与学员同
步操练。每周一下午的两
堂太极拳课，景晓兰连续
不停地讲解，口干舌燥后
看到学员们能够随着乐声
缓缓“起舞”，起势、马步、
出拳，手脚动静自如，动作
整齐划一，终于露出了欣
慰的笑容。

景晓兰在讲课中，不仅
传授太极武术，还注重引
导学员把太极哲理运用到
生活实践中去。 她要求学
员们做人要从太极中悟出
道理，立身中正，一身正
气，不要争强好胜，而要圆
融、包容，才能和谐、融洽、
健康、快乐。

蕙质兰心映晚霞
——记市老年大学太极拳老师景晓兰

记者 张晨

手上拿着扫帚，一下一下卖力地
清扫着路面的垃圾，时不时地停下将
路边停放的车辆排列整齐，看到地面上
有饮料斑和口香糖残渣还要拿拖把拖
洗。诸如此类的一件件小事组成了这
份城市清道夫的工作，王鞋粉坚守在这
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

每天早上6点，王鞋粉准时出现在
自己包干的步行街东段开始一天的工
作，节假日也不休，风雨无阻。遇上极
端天气，她更会早作规划，压缩自己的
休息时间，提前出门，延迟下班，憋着
一股不把工作做完不罢休的牛劲。

今年年初，大雪连下三天三夜，全
城的路上都覆盖了十多公分厚的积
雪。电瓶车开不了，王鞋粉徒步一个
多小时赶到了自己的“战场”。步行街
的路面本就光滑，加上积雪结冰，整条
路变得异常难走。为了市民们出行方
便，她不仅一刻不停地挥动雪铲，确保
路面无积雪，还兼顾清理垃圾的本
职。同时，热心地帮助搀扶滑倒的人
和车辆，一起工作的几名同事以及城
管局派出的增援人员也参与其中，白
雪中的橙色马甲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

除了清理各种垃圾、打扫果壳箱
和运送垃圾到附近的垃圾清理站以
外，王鞋粉还承担着管理店面不出店
经营和路边非机动车的排列任务。时
值盛夏，不少店家延长了营业时间，甚
至出店经营，她又担负起“和事佬”的
角色，耐心地与店主们沟通，劝导店家
不要出店营业，同时还主动加班，清扫
大排挡、烧烤摊等留下的一地狼藉。
时间久了，店主们与王鞋粉之间渐渐
熟识了起来。“她省去了我们不少麻
烦，而且态度亲和，弄得我们都不好意
思了。”店主们赞不绝口。

扫街时经常捡到路人丢失的钥
匙、钱包、眼镜之类的物品，尤其是带
着小孩子出来玩，不小心丢鞋的情况
频繁发生。王鞋粉又给自己加了活
计，协助便民服务站寻找失主，处理遗
失物品。每次有东西放在便民服务亭
里超过三四天，王鞋粉自己就坐不住
了，会经常忙里偷闲跑去瞄两眼，看看
东西有没有被领走，如果发现还摆在
岗亭内，还要刨根究底地询问执勤人
员，看看有没有来打听遗失物消息的
人。直到失主找到了，东西被领走了，
王鞋粉才会放下心。有时候恰好看到
失主前来领取遗失物，不住地向执勤
人员道谢，她不去争功劳，只是在一旁
默默地看着。

由于爱岗敬业、做事认真负责，今
年王鞋粉获评“东台好人”。她表示，
自己会继续保持优点，以东台好人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将无私奉献的精
神继续保持下去。

王鞋粉：

片区环卫守护神

日前，新街镇邱墩村幸福小广场人头攒动，笑声阵阵，村民们饶有兴致地观看“2018 年送戏下村”精彩表
演。整台演出在器乐《万众欢腾圆国梦》中拉开帷幕。随后，独唱、舞蹈、快板、京剧表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
轮番上演，为村民们送上了精美的“文化大餐”。 记者 张佳 通讯员 陆继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