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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遗小镇 — 弶港》多彩文化新说系列①

杨九华

弶港，一座千年三水淘洗过的
天然渔港。

弶港，为什么天天生长着新的
素颜滩涂？为什么天天生长着新

的传奇故事？
中国人，外国人，一年又一年、

一趟又一趟走进弶港，探寻探访、
探胜探秘。为什么他们总想看个
够？总也看不够？

2019年 7月 5日，一个普天同
贺的日子。弶港标注世遗版图，

“高泥”“条子泥”两块神奇沙洲双
双入列世遗名录，可谓千年等一
回，一举名天下。这是世界共享的
风水宝地，这是子孙后代的珍贵财
富。

好滩好水“条子泥”，成了百万
候鸟的美丽家园。结伴远征路上，
它们守时守季喜临此地。觅食、壮
体、换羽，闹海、飞天、竞舞，呈现出
久观不厌的天海之间的流动风景
线！

世界各国的爱鸟人士更是把
目光聚焦这处全球难得的“鸟类天
堂”。他们的“长枪短炮”实录下当
今地球上珍稀鸟类，极危物种的种
群数量和生存状况，建立起百万候
鸟爱恋“条子泥”的快乐档案。

“世遗小镇”弶港，成为人们仰
望追寻的“灿烂星座”，旅游界更是

倾泻情商与智商，悄悄策划着富有
观赏性的精品线路。

以“条子泥”观海观潮观滩观
鸟景观区为核心地和目的地的特
色线路已在构建中。

一是“世遗小镇”集镇线。游
客们在走进弶小校园、港龙广场、
龙王古寺、文化展示馆、通海湖畔，
充分感受弶港演变历史、渔港风情
和多彩文化。

二是海角渔村线。游客们在
走进蹲门渔村中感受“映滩红”的
风采，湿地鸟追蟹的野趣。走进巴
斗渔村，感受“世外桃源”的静幽，

“天下第一鲜”的美味。走进新港
渔村，感受在木质沙船上尝海鲜钓
河鲜的浪漫之旅。

三是空中线。效仿“海上看青
岛”旅游观光模式，创造条件，吸
引外地航空旅游公司开辟“空中
看两海”项目(即弶港大海和森林
林海)。

海内海外的游客朋友，来一次
举家的“世遗小镇”之旅吧！这儿
是太平洋西海岸唯一一块没有污
染，既养心又养体的好地方！

弶港，世遗版图上的“最美星座”
编者按

弶 港—— 从 大 海 走
来，又向大海走去的神奇
之港。“天然小渔港”“苏
北 小 香 港 ”“ 世 遗 小 靓
镇”，一个个载入发展史
册的美誉折射出弶港的
地域价值、文化内涵和时
代品位，更体现出弶港
在开创“强富美高”新东
台建设新境界中的独特
使命担当。从今日起，
本报将推出《世遗小镇》
新语系列短文，让我们一
起感受“世遗小镇”的无
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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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洪悦 通
讯员 顾礼学 邢成龙 文/摄）
近日，安丰镇民政办接待了
一位浙江人，他叫李兴，是
该镇乐家易购超市的投资
人。

李兴向该镇民政办工作
人员询问全镇困难家庭的
情况，这让民政办的工作人
员有点摸不着头脑，了解之
后才知道李兴想在春节前
为全镇困难家庭送温暖。
通过与镇民政办多次对接
协调，最终确定了 340户困
难受助家庭和价值5.1万元
的捐赠物资。

去年 12 月 31 日，安丰
镇乐家易购超市正式营业，

在开业现场，10户困难家庭
代表领到了一张粉红色的

“物资捐赠券”，其余300多
份“捐赠券”按照确定的名
单分发到了各个村居。

在乐家易购超市，记者
看到捐赠的棉被、食用油和
大米整齐地排列在超市二
楼东侧的过道上，不时有人
拿着“捐赠券”前来领取，温
暖溢于言表。

“安丰是善行古镇、好人
沃土，我做的这点事算不了
什么。”李兴在谈及春节为
困难家庭送温暖时说，今后
他会一如既往参与爱心捐
赠，为安丰的慈善公益作出
自己力所能及的奉献。

浙江客商为
困难家庭送温暖

本报讯（记者 唐雅 通讯
员 夏澄虎）1 月 2 日下午，

“喜迎新年话发展、智能照明
惠民生”座谈会在市路灯控
制中心召开。会议回顾了我
市路灯照明事业近3年来的
发展历程，并对下一步工作
进行了展望。

近年来，市路灯管理所
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高品
质生活为追求，围绕百分之
百亮化率、百分之百亮灯率
和百分百装灯率三个百分
百标准，始终践行方便群众
的服务理念，不断追求更高
的工作效率、更优的服务
质量、更快捷的运行机制，
路灯照明事业取得了显著进
步。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畅
所欲言，各抒己见，一致认为
近年来路灯照明事业发展迅

速，路灯管理节能化、环保
化、智能化程度高。同时，
结合各自工作经验和工作
实际，围绕管理范围、管理
手段、服务民生等方面，提
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市路灯所负责同志表
示，将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
四届八次全会精神，主动作
为，勇当先锋。抬高工作标
准，高起点规划、高品位推
进，着力打造“百姓路灯、智
慧路灯、先锋路灯”；突出服
务惠民，以人为本、服务至
上，以“三个百分百”向老百
姓践诺。强化体制创新，从
严考核，奖惩兑现，形成良
好的激励机制；创树智慧品
牌，实行双色温控制，提升
环保化、智能化、便捷化程
度，打造东台智能亮化模
式。

喜迎新年话发展
智能照明惠民生

本报讯（杨亚芳 徐良观）12
月 30日，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照
金镇北梁红军小学内，虽然寒风
凛冽，但一间办公室内却是春意
融融。2019年秋学期前来该校支
教的我市梁垛小学鲍银年老师，
代表东台市义工联，将30把雨伞
赠送给红军小学的孩子们。该校
校长封岗战代表学校接受了东台
义工联的捐赠。

红军小学所在的北梁村是革
命老区，曾经是习近平总书记父
亲习仲勋和母亲在这里生活和战
斗过的地方，历史上著名的陈家
坡会议就是在北梁村召开的。在
该校支教的鲍银年老师发现这里
夏秋季晴天炎热，太阳火辣；冬春
季节阴雨连绵，同学们从教室到
餐厅、宿舍常常被雨淋湿，夏秋季
常被太阳晒，他把这里的情况向
我市义工联作了汇报，义工联领
导研究决定开展一个向孩子们赠
伞的活动，让每一个班级都有公
用雨伞。于是就有了年关岁底为
红军小学孩子们赠伞的举动。鲍
银年老师自己还掏钱给班级的孩
子们购买了他们喜欢的卡片泡泡
泥。我市义工联和鲍老师的善
举，受到了北梁红军小学师生的
热烈赞扬。

小小雨伞心连心
遮阳挡雨显真情

记者 叶海慧 文/摄

1 月 1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某
部第三届“利箭标兵”评选表彰暨

“标兵家乡媒体进军营”活动隆重举
行，我市现役军人徐浩获“敬业奉
献”标兵荣誉。

解放军某部是一支历史辉煌、
战功卓著，传承着红军血脉的英雄
部队。70余年来，部队官兵继承和
发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经受
了各类战役、战斗、调整改编的锻炼
和考验，逐步形成了“任务面前有干
劲、荣誉面前有拼搏、困难面前有激
情、责任面前有担当”的利箭精神，
培养了一批批先进典型。第三届

“利箭标兵”评选活动开展以来，这
支部队按照《“爱旅建连 增辉利箭”
评选表彰意见》，选拔出“爱军精武”

“学习成才”“敬业奉献”和“崇德向

善”四个方面的“利箭标兵”，给以嘉
奖和荣耀，从而激励全军战士比学
赶超，精武强能。颁奖典礼上，徐浩
身着绿色军装，披红色绶带，佩3枚

“优秀士兵”勋章，与27名标兵战友
笔挺地站在台上，接受战友、家乡亲
属及地方领导颁发荣誉。

入伍10年，徐浩先后圆满完成
各类演习20余次，发表多项理论成
果及技术革新，此次获奖前，其被集
团军表彰为“信息保障红旗尖兵”，
并被纳入集团军“特殊专业人才
库”，被评为“优秀士兵”3次。手捧
荣誉，他给记者讲述了军营成长记。

2010年，在外打工的徐浩，毅然
辞职，返乡应征。通过初检、复检，
18岁的徐浩顺利成为一名光荣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起初，部队的“枯燥”和“规矩”，
成为少时心中的苦闷。感觉参军就
是浪费青春，“英雄无用武之地”。
直到一次，参加了表彰大会后，亲眼
见识了部队各类“牛人”，顿觉醍醐
灌顶，他发誓做个“精兵”。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一次
部队对新兵进行摸底，发现他是中
专计算机专业出身，将其调至网络
中心。徐浩发现部队专用网络与社
会网络原理相通，但需一人多岗，综
合能力的要求远远超过自己的能
力，徐浩戏说：“那时候觉得自己就
是个技术小白，根本无从下手。”

“部队是锻炼青年的地方，所有
荣誉靠汗水铸就，想通的人争分夺
秒，搞不明白的人只能虚度光阴。”
徐浩部队的一位领导如是说。“开
化”的徐浩，自知不足，于是利用一

切机会向班长讨教，向书本要知识。
网络中心一周 7天、全天 24小

时值班。轮到徐浩值班时，他一边
时刻注意网络情况，一边自学；不值
班时，夜里熄灯后，他悄悄爬起，走
进学习室，直到被发现后方才离
开。营地的草坪、图书馆、走廊等
地，都曾留下他手捧书籍专心学习
的身影。

计算机语言很多用英语表述，
但是徐浩文化水平不高，只能看懂
几个单词。为了突破这一瓶颈，徐
浩走路时背，出操时背。营地的书
籍不够，他到外面图书馆借。现在，
计算机所用的英语对他来说都是

“小意思”。
废寝忘食的学习精神，让徐浩

很快成长为军用网络专业领域人
才，不仅精通网络搭建、数据保密与
维护及防护技术，还能设计攻防系
统，发表了多项理论成果及技术革
新。

2014年，徐浩和战友开发出了
一套网络监测系统，不仅可以实时
监测网络数据，还能将数据监控、提
炼、分析，让部队几千台电脑传输的
数据得到优化、过滤，营造了更加快
速、安全的军用网络环境。

2018年，红蓝军对抗演习，徐浩
和战友在网络被攻破的情况下，沉
着应战，迅速修复并布防更坚实的
防御系统。演习结束后，他们又根
据演习实况复盘，找出不足，并制定
了解决方案，为后续演习提供了详
实的参考资料。

近年来，徐浩先后考取网络管
理员初、中、高级，成为网络中心第

一位入选“特殊人才库”的士官。目
前，他正在全力备战技师考试，他的
目标是冲刺高级技师。他说，这些
技能能服务部队，将来回到地方也
能派上用场。

“我们班长可厉害了，问题只
要到他那，基本上都能解决。”战士
梁正说。梁正为大专生入伍，所学
专业也是计算机，但是他却说自己
技能不如班长，还要多多向班长请
教。

作为带兵的班长，徐浩要求很
严格，却也给以他们无微不至的关
爱。战士张文爽说，班长认真、严
格，但又像兄长一样体贴。会在战
士值班时，帮他们打饭、铺床；会在
战士突发疾病时，陪着到医院，处理
一切；会在战士郁闷时，给以劝说和
开导。徐浩说：“我也是由一名新兵
成长而来，理解新兵的心情，所以尽
己所能帮助他们成长。”

市人武部军事科科长贾向兵
说，徐浩从普通青年成长为一名优
秀的“利箭标兵”，因其有刻苦训练，
勤勉敬业、踏实做事、模范带头的认
真劲头。他是基层建设的生动缩
影，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基层大有可
为”的意义，值得家乡适龄应征青年
学习。

徐浩父亲首次走进部队近距离
参观体验儿子生活环境，走过青松
参天的大院，听过战士呐喊出的嘹
亮口号，走进值班室与工作室，徐
爸爸直言儿子10年时间没白费，是
自家的骄傲，希望儿子好好在部队
干！

无 悔 青 春 洒 军 营
——“利箭标兵”徐浩成长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