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周维纲 电话:85222311 ■版式设计:征 路

天
气
预
报

多云转阴
偏东风3-4级

本市:21℃/27℃

大丰:20℃/27℃

兴化:19℃/28℃

海安:22℃/28℃

生活指数

紫外线指数:
弱

晨练指数:
适宜

运动指数:
适宜

感冒指数:
易发

红绿灯下
招收城区辅警 强化道路管理

联系方式：交警大队综合中队

新闻·社会 3 版2018年 9月 14日 星期五

记者 唐雅
通讯员 崇坤 朝生

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
的个体。许河镇退休教师梅
海云，如同他的名字一样，像
一片云彩，没有预设的目标，
只管自身的行程，应和着海
风舒卷幻变 ，率性而又 本
真。他爱好文学，中学时代
当过学习委员、语文课代表
和校刊编委。

一九六四年高中毕业，
同“四清”出局的父亲一起当
起了农民。因为出身富农，
只能本分种田，挑河挖沟，在
海边结庐独处，到荒草滩上
专职拾牛粪。他向当教师的
表兄要了几本中师和师专的
教材，阴雨天翻来覆去地看
着它们打发时光……六年半
的黄金岁月，除了换得一纸

“县革会”颁发的“可教子女”
的奖状，还在此过程中形成
了至知不谋、随遇而安的人
生格调。他认定，人生路总
是要走的，走到哪儿不重要，
只要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人就在行进中。在那个特定
的环境里，他的文字功底，在
编写群众文艺节目中得以体
现，被贫下中农推荐为四仓
小学的民办教师。在教初中
毕业班语文的同时，学校每
周还安排他利用一节课的时
间，专门辅导本校老师，研修
字词句章和语法修辞基础知
识，有效地提高了师资水平，
提升了教学质量。县文教局
在许河召开会议，该校校长
袁廉均做了《要给学生一杯
水，先给老师装满一桶水》的
经验介绍，县局对这种“自家
充电，共同提高”的土办法很
是肯定。此后，梅海云老师
被调进公社中心小学任教初
中毕业班语文，兼职公社师
训班语文教师，社直单位职
工夜校教师。他就这么忙且
乐地走着自己的路。

转公办，是民办教师的
不二取向，而学历又是其中
很重要的一环。眼看着自己
教的学员中有人毕业转了
正，他于一九八二年也报考
了盐城教育学院。笔试、体
检一路绿灯，偏偏就是“超
龄”堵了路。当初要是报个
名，弄张中师语文毕业试卷

“考”一回，或者这次找教院
的书记、政工组长（分别是同
乡和当年的政治老师）“通
融”一下，也许就会“美梦成
真”。而他根本就没往这方
面想！回过头来参加高师函
授，骑自行车，三点出发，到

县城上一天 课，来 回 二 百
里。三年六十趟，十一门全
部顺利通过，其中《古文》合
卷（《古汉语》和《古文选》）还
获得了考点第一名。这期间
的教育教学工作并未受任何
影响，一九八四年荣立东台
县为四化立功活动一等功。
开路，搭桥，咬着牙向前！他
终于在一九八六年转为公办
教师。此后，他先后挂职成
人教育辅导员、成教中心校
校长和中心小学副校长，长
期借调在乡镇机关搞文字工
作，应付着文山会海各种材
料，许河镇（乡）的第七届全
国人大代表杨吟山，全国三
八红旗手周克莲，全国优秀
教师朱兆贵，省劳模崔业俊，
文明标兵陈华林，优秀知识
青年张仁忠、杨蔚萍……很
多推荐材料都出自他的笔
下。对本行本职也尽力而
为，有《初中毕业生择业取向
调查》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的教学管理》等论文刊登在
国家级刊物《农村成人教育》
杂志上，成教专干培训期间
的调研报告《赵公元帅与江
南才子》全文刊登在《宜兴教
育》和《教海探航》上。尽管
工作多而杂，繁而重，但他爱
好文学的兴趣丝毫未减。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社
会报》《农民日报》《新华日
报》《盐阜大众报》和《东台
（日）报》上发表小散文、小小
说一百四十余篇，《东台（日）
报》还办过他的作品专页。
去年，他选出一部分付印了
几百本，分送同学同事和朋
友乡邻。许河镇关工委、《镇
志》办在《文化庭苑》推出的
《天南海北许河人》栏目里展
出了其中部分作品，读者都
觉得亲切、耐读。

梅海云老师是二OO五
年从挂牌“校长”的位置上退
休的，此前有人建议他申报
中高职称，他宁可帮助别人
修改论文完善资料，自己却
按兵不动。他说，多年不曾
上讲台，能吃到碗里的一口
饭就不错了。梅海云，就是
这么一个人，率性本真做自
己，云卷云舒总从容。眼下，
他边养病边整理一些旧作和
退休后新写的上百篇文稿，
每天花上两三个小时，看看
改改，抄抄写写。问他对这
些文字作何处理，他笑笑说，
还没考虑好。那片云彩还在
海风中悠悠地飘，而我们却
期盼着《海风云影·涂鸦集》
早日面世。

海风中飘着一片云

徐良观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南沈灶镇
上的个体户为零，只有供销社、商业
公司几家孤零零的商店。兆丰村二
组青年史忠泽为了谋生，就冒着风
险，在街上摆了一个修理无线电的
亭子，开始了他的个体户生涯。

他先把修理亭摆在大桥北下
面，他和父亲两个挥汗如雨，花了三
天清理垃圾，平整土地，原指望这里
道口好生意兴。可是亭子只摆了一
天，第二天上午，史忠泽人还在亭子
里，就被乡里派人抬走了。理由是
有碍市容市貌。其实当时人们头脑
里对个体户还有偏见，总是与投机
倒把和资本主义尾巴挂起钩来。亭
子三面是木头板，上面是油毛毡，下
到雨，外面落大的，棚内下小的，穿
着靴子用盆子等水。1982年，史忠
泽终于领到了用毛笔填写的集镇首

批工商营业执照。因乡里没规划，
亭子还是改变不了被搬的命运，浴
室门前、影剧院门口、大桥北路、建
筑公司门前、永丰加工厂门前。10
年间，亭子被搬了十几次，把人折腾
死了。史忠泽妻子杨晓萍记忆犹新：

“每次搬家哭还不知哭了多少回。”
1990年，集镇已经不准建亭子

了。史忠泽觉得不能再这样被折腾
了。脑瓜活络的他就看准了综合厂
的一间门面房，与人家一谈，对方巴
不得。但年租金也不少，每年 900
元。可他的爷爷和父亲极力反对，
因为当时最高工资每月不过40多
元，这不是疯了吗？他和妻子合力
说服了父亲和爷爷：不能一辈子靠
亭子做生意，我们总是要发展的，生
意好了不在乎租金。这个期间，史
忠泽开始从无线电修理转为服装销
售了。每次采购衣服回来都要用板
车拉到税务所去报验，人家盖了戳
子才能出售，十分繁琐。日子虽苦，
倒也省却了搬亭子的折腾。白天在
租房里经营服装，晚上他们一家三
口就挤在金工车间里。 史忠泽两
口子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子，这期

间他们靠着天时地利人和，掘得了
人生的第一桶金。

1991年，乡里拉开集镇建设的
序幕，鼓励农村人到集镇建房。同
年，地处集镇的永丰加工厂改制建
商品房，每套三层4万元。史忠泽
早就梦想在街上有套属于自己的房
子，这次机会来了。在亲朋好友和岳
父母的支持下，凑齐了4万元报了
名。房子是三年后才到手的。当他
们从出租房搬到自家新房时，并取了
店名叫作“众信商行”。两口子回忆
起这十几年走过的艰辛创业历程，不
禁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党的政策好
了，个体户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大干
了。他们分工明确：杨晓萍经销服
装，史忠泽卖装潢材料。那几年集镇
发展快，各村居纷纷建中心村，店里
每天顾客盈门，生意红火，除了本镇
居民，头灶、三仓、富安等邻近乡镇的
居民都纷纷前来这里购买装潢材
料。史忠泽至今还认为，这段时间是
他这个个体户发展的黄金期。

时光到了 2002 年，邮电分营，
邮局利用临街优势，建商品房卖给
职工，职工无力购买的可以出售给

他人。恰巧有两个职工的计划给了
史忠泽，两套房50万元，两套房的
店面合起来100多个平方，正好扩
大服装经营，发展小商品小五金，店
名改为“众信服装城”。“现在的生活
是那个时候不敢想象的，市场监督局
不收管理费、不验证；税务部门不收
税。如果不是改革开放的话，可能我
还在街头亭子里修无线电，过着亭子
随时被抬走的提心吊胆的生活。”史
忠泽在自己的商场里笑着说。

如今，小镇上一片繁华，人气旺
盛，个体户如雨后春笋，从改革之初
的10多户发展到现在的322户，全镇
个体户发展到1966户，府前路、富民
路、大桥南路、北路等街道皆是个体
商店，而且经营门类齐全品种多样。

40年间，从小镇上的第一批个
体户到如今的城里人，史忠泽和他
的家庭伴随改革开放的浪潮一路走
来，风风雨雨，摸爬滚打。闲暇时，
家人梳理总结：40年，从当初的街头
亭子、租房经营到创办“众信商行”

“众信服装城”，是他们家个体户历
程的里程碑，也是改革大潮在他们
家的缩影。

一个修理亭四十年的变迁

本报讯（许进林）9月 10日，从
陈家沟太极拳国际交流中心传来
消息，我市武术代表队参加陈家沟
第二届家乡赛暨第三届“天才杯”
太极拳交流大赛，共参加 24 个单
项，取得了 5 金 7 银 5 铜的骄人业
绩。

据悉，2018年陈家沟第二届家
乡赛暨第三届“天才杯”太极拳交
流大赛，9 月 8 日在陈家沟太极拳
国际交流中心举行。我市武术协
会14名武术健儿奔赴赛场，与来自
日本、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
广东、河北、江苏等22个省市的 91
支代表队、1200余名运动员同台竞
技，

本次太极拳交流大赛分为传统
套路、竞赛套路以及推手三大赛
事，参赛人数、项目、规模等，都在
同类武术赛事中名列前茅。比赛
中，各路太极拳高手拳路娴熟，既有
太极拳的柔中带刚，又有刀剑枪棍
的虎虎生威，整场比赛精彩纷呈。

我市武术六段陈式太极拳十二
代传人成正红和陈式十三代传人
解玉梅获荣誉大赛个人项目第一
名，王翠兰、吴玲等选手分别获得
拳器械项目的金牌和银牌。

我市武术代表团
以武会友相聚
太极故里

秋日的董永七仙女文化园，透着悠悠古韵，风景如诗如画。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游玩嬉闹、拍照
留影之余，倾听和感受西溪传颂千年的爱情佳话，并为东台底蕴深厚的孝贤文化点赞。

记者 叶东升 摄

本报讯（赵 波 夏素红）9 月
11 日下午，头灶镇在政府宾馆一
楼会议室召开第四次经济普查工
作培训，对全镇组织开展的经济普
查工作进行业务辅导。全镇29个
村居会计、镇直事业单位负责人、
镇经普办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是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转
型升级进入新阶段背景下开展的
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目的是
全面调查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规
模、布局和效益，摸清全部法人单
位资产负债状况和新兴产业发展
情况。

当前，头灶镇经济普查工作已
经进入极为关键的清查阶段，一方

面要如实摸清全镇的家底和经济
状况，另一方面要把握政策，依法
普查，扎实抓好此项工作的各个环
节，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据了解，此次经济普查的业
务流程主要包括：制定普查方案，
普查区划分及绘图，普查指导员
和普查员选聘及培训，编制清查
底册，实施单位清查，登记准备，
普查登记，普查数据检查、审核与
验收，普查数据汇总，普查数据质
量抽查，普查数据评估与发布，普
查资料开发及普查工作总结等13
个环节。

目前，头灶镇已完成制定方
案、普查区划分等准备工作，全面
进入区域内全部单位和从事第二、

三产业个体经营户等清查阶段，合
法合规开展单位清查工作。

此次普查，头灶镇建立健全
了普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
加大对普查工作中违法违纪行为
的查处和通报曝光力度，坚决杜绝
人为干扰普查工作的现象发生。

同时，要求各村居坚持依法
普查，从源头上抓好数据质量，明
确各村（居）党组织书记为“四经
普”工作第一责任人，村（居）会计
为直接责任人，牢固树立质量第一
意识，把质量控制贯穿于普查工作
的全过程，确保普查数据实打实、
硬碰硬、不含水分，做到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以满意的成绩为全镇经
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头灶镇举办第四次经济普查工作培训

交警大队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契
机，在强化交通安全法制宣传和交通秩
序整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市区交通
管理设施的投入，努力实行大市区交通
安全管理全覆盖。到目前已刷新交通标
线4.34万平方米，增设市区中隔离护栏
21000米，增设非机动车、行人闯红灯自
动抓拍系统4套，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
抓拍系统 10套，新增盲道限速器 1000
个，并对市区有关15处路口进行了信号
灯改造。全力打造市区交通新形象，为
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增光添彩。

交警大队在强化市区交通安全管理
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向素质要警
力，大中队领导、机关民警和辅警坚持
每天上路站高峰，并实时抽调基层中队

民警到市区参加交通秩序整治。以行
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不按道行驶为管
理重点，严查严纠各类影响交通秩序的
违法行为，着力解决人车混行问题。对
非机动车不按道行驶、大功率三轮车非
法揽客、出租车乱停乱放、机动车酒后
驾驶、无牌无证、故意遮挡号牌、压线行
驶、随意掉头、乱鸣喇叭、驾乘摩托车不
戴安全头盔、公交车及出租车不按站点
停靠、非机动车逆向行驶、不遵守交通
信号、随意驶入机动车道、行人不遵章
行走、翻越护栏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
管严治，通过采取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
方式，让“遵纪守法为荣，不文明出行为
耻”成为大众的共识，努力为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助力。（董焦）

交警大队实行市区
交通安全管理全覆盖 中秋节、国庆节临近，走

亲访友、外出旅游等活动逐渐
增多，为切实做好“两节”期间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保障
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平稳
有序，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道
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交警大队
结合实际，针对当前人车流量
大的实际，提前分析研判，科
学谋划部署，采取多项措施，
确保人民群众愉快欢度中秋、
国庆佳节。

大队结合秋季安全行车特
点和天气特点，主动作为，提
前谋划，认真研判，日前专题
召开会议，对加强中秋节、国
庆节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为保障
节日期间道路交通秩序平稳

有序，大队结合正在开展的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交通秩序专
项整治，组织民警，深入客运
企业、危化品运输企业摸底排
查，持续开展打击涉牌涉证、
营转非、接送学生车辆整治等
专项行动，进一步强化源头管
理。继续对7座以上客运车辆
逢车必查，加强中短途自驾车
出行、旅游包车出游等交通事
故预防工作，制定和完善交通
疏导和事故预防控制处置预
案，确保全市不出现重特大交
通事故。

针对“两节”期间出行多
的特点，各中队实行24小时勤
务，采取定点管理与流动巡逻
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对客车超
员、涉牌涉证、疲劳驾驶、危化

品运输车辆超载、不按规定线
路行驶、校车手续不完善、超
员、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等违法
行为进行严查严处。同时，针
对主干道路早、中、晚高峰时
段，根据违法停车特点，采取
增加路面巡逻警力的方式，综
合运用纠正、警告、处罚等手
段，利用粘贴违法通知书、数
码摄录、清障车拖移等执法方
法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加大对
路段违法停车的执法力度，依
法打击机动车乱停乱放现象，

维护道路正常秩序，提高道路
的通行能力。针对节日期间
市区人车流量大的实际，对购
物商业圈及周边的交通秩序，
进行重点整治，强化重点路
段、重点时段的管理，重点对
影响交通安全畅通的违反规
定停车、不按交通信号指示通
行、随意掉头等重点违法行为
进行严查、严管、严惩，做到路
面管理不失控，确保全市道路
交通安全畅通。

（常德龙 陈永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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