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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二字看似困难重重，但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份自己热爱的

事业，或是赖以生存的职业。他们的故事，或许没有那么轰轰烈烈、跌宕

起伏，或许平平淡淡、普普通通，但依旧有着感人的瞬间，让我们想要走近

他们，去探寻他们在创业过程中的艰辛苦楚与点滴幸福。

用手“摇”出“暖阳阳”

“只有纯手工编织的衣服才会带有人情和温暖，
顾客才能感受到编织者一针一线、满满的心意。”王
菊花和丈夫张孝耿开办“暖阳阳编织”已20多年了，
一台针织横机贯穿了他们从创业初期到如今所有羊
绒衫的生产过程：先放针，手摇横机摇两下，再人工
进行收针，不断循环往复，每天只能编织出四到五
件。但王菊花认为，编织是需要“工匠精神”的，羊绒
衫的编织需要不断地雕琢设计，根据顾客的喜好不
断改进工艺，从而打造优质的产品。

下岗职工的“花路”人生

郦夕芳是一名下岗职工，下岗后的她为了照
顾小孩子，平常最爱摆弄花花草草的她毅然决定
开一家鲜花店“沁怡花坊”。“一开始的时候生意
好，我负责经营店铺，丈夫在外搞批发，每到七夕
节，一天的流水能有两三万。”郦夕芳感叹自己碰
到了好时候，生意蒸蒸日上，日子也越来越有奔
头。但近年来网络日益发达，郦夕芳却感慨生意
越发难做了，“日常的鲜花销量一直在下降，丈夫
去年就停止了鲜花的批发工作，但我不想放弃自
己热爱的事业，我想继续坚持下去。”

不断“充电”的汽修老板

从 20岁到如今的 51岁，曹卫峰一直坚
持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学习，不断地学习新知
识，不断地充实自己，同时在学习的途中带
领职工共同进步。他可以说是丹阳第一个
接触进口车修理的人，曾获得“有突出贡献
高级技能人才”的荣誉称号。正是因为曹卫
峰始终将学习放在第一位，他慢慢从一位学
徒工成了“伟峰汽修”的老板，并且顺应形势
的发展加大了设备的投入，成为了道路抢修
车、消防车等特殊车辆的定点维修处。

跳出“体制”的满“足”道路

从人人艳羡的稳定工作中脱离出来，只
为寻找自己生命中不一样的可能性，“欢欢袜
行”的蒋楠将自己的“叛逆”发挥到了极致。
从苏州科技大学毕业的她在市住建局工作了
5年，毅然辞职开店的决定震惊了所有人。“我
不想过安于现状的生活，人生应该是多姿多
彩的，我想看看自己究竟能在创业中找到一
个怎样的自己。”如今，创业时间虽短，但她的
生意非常好，每天会有200~300个顾客驻足挑
选，让她越来越有动力。

从“满手油污”中走出“致富路”

“没文化就学个技术，荒年饿不死手艺
人。”一开始，朱玲华和丈夫租下了一个小店
面，取名“华南小贡摩配”，主要维修电瓶车和
摩托车，整天和零部件打交道的他们，在日积
月累下被油污“染黑”了双手，洗也洗不掉。但
朱玲华总是知足常乐，“虽然小生意做做很辛
苦，但每做成一单，即使是 5元、10元，也很开
心。”如今，凭着一股不怕吃苦的韧劲，朱玲华
的店面已经扩大了好几倍，开始售卖电瓶车，
每年成交量高达2000多辆。

心怀“画家梦”的女装店主

从小学习美术的她本想长大后成为一
位名副其实的画家。“现在闲时画画衣服图
纸，把每一位顾客打扮得美美的，也算是打
了个‘擦边球’，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作为

“布尺谣”的老板，马玉慧每次有了好的想
法，都会立即画出图纸交给裁缝进行缝制。

“每天给顾客搭配搭配衣服，画画图样，从事
着自己热爱的事业，我觉得生活很幸福。”

创业创业··在路上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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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潇）最
近，一名网友在我市一论坛上
发表的一则名为《厉害了，我
的丹阳公交》的帖子中称，在
我市，乘坐公交车也可以使用

手机支付了，引起了众多网友
的关注。那么，我市乘坐公交
车真的可以用手机支付了吗？
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该网友的帖子中称，他前

段时间办理了全国通用的交通
联合卡，并通过NFC功能绑定
了手机，以前在南京、镇江等
江苏地级市乘坐公交车或者地
铁时都使用过。前几天，他在
我市乘坐1路公交车时，掏出手
机试了一下，没想到竟然支付
成功了，而且和刷公交卡一
样，有9折优惠。

据记者了解，乘坐公交使
用手机支付时，首先需要手机
具备 NFC 功能，NFC 是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近距离
无线通信） 的缩写，是一种短
距离的高频无线通信技术，允
许电子设备之间进行非接触式
点对点数据传输交换数据。但
在记者走访中，目前为止，大
多数市民对NFC功能基本不了
解。

那如何操作才能用手机支
付乘坐公交？随后，记者进行
了尝试。以记者所使用的华为

“荣耀 8”这一款手机为例，在
下滑工具栏中开启 NFC 功能
后，找到华为钱包 App，点击
进入后，找到“交通卡功能”
的推广提示，之后就会出现所
在“城市交通卡”的选项，找
到“江苏交通一卡通”，继续操
作会出现一份网络合同，直接
点击同意进入办理流程，根据
提示即可办理成功。

“我之前在南京就用过这
个支付功能，但是在丹阳刷手
机支付的时候为什么老是刷不
上？”在帖子中，记者看到一位
网友这样发问。

那么，是不是所有具有
NFC功能的手机都能办理，并
且乘坐公交时能成功支付？据
使用过此功能的市民小梁介
绍，并不是所有手机都具有
NFC功能，也并不是具有NFC
功能的手机都能在我市支付，

因为手机机型不同，支持支付
的地区也有限制。“并不是所有
具有NFC功能的手机都支持江
苏地区支付，我的是小米，支
持手机支付的地方比较多，此
外，也就华为支持的地方稍微
多一点，其他的我也不是很清
楚。”小梁说，所谓手机支付其
实相关公司还在匹配测试的探
索阶段，所以支持的手机，以
及这些手机支付支持地区也不
多。这样来看的话，发帖网友
所说的在我市乘坐公交车可以
用手机支付，其实也只是少部
分人所能拥有的“新技能”。

为了确认在我市乘坐公交
车是否真的已经能使用手机支
付，记者专门采访了我市公交
公司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告
诉记者，具有 NFC 功能的手
机，确实只要开通“江苏交通
一卡通”，绑定手机，在我市乘
坐公交车时就可以通过手机来
支付。

我市乘坐公交车能使用手机支付？
公交公司：部分手机通过自带的NFC功能确实可以

传递民声民意
关注百姓冷暖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用
即付报料费（可线上支付）。

民生热线：86983119

本报讯 （记者 李潇 通讯
员 赵鑫）近日，我市城管局路灯
所对机场路上因交通事故被撞毁
的路灯进行了补装，为周边居民
出行及过往车辆的安全提供了保
障。

据了解，机场路全程约 16公
里，是我市往东与苏锡常及上海
地区联系的主要通道。自 2006
年至 2015年以来，机场路全线陆
续安装了 700余盏路灯，由于该
路段车流多、岔路多，且道路两侧
绿化较为茂盛，导致交通事故较
多，据统计，截至今年上半年，被
交通事故撞毁的路灯已有 30余
盏。

下半年以来，路灯所通过统
一招标采购，从 17日开始，重新
安装被撞毁路灯，争取在一周内
全部安装完毕，“希望通过此次路
灯补装，给周边居民带来一个更
明亮的机场路，同时我们也希望
广大市民能够爱护路灯，做文明
市民。”

从17日开始，城管局路
灯所对机场路上因交通事故
被撞毁的路灯进行了补装

机场路更“亮堂”了

图为路灯所工作人员正在
安装路灯。 记者 李潇 摄

送去光明 温暖你我
丹阳市路灯管理所协办

24小时路灯报修电话：86911100

左图为记者使用华为
“荣耀 8”手机开启 NFC 功
能进入华为钱包后的界面。

上图为网友乘坐1路公
交车使用手机支付成功的
界面。

理财产品火热销售中
江苏银行新客户专享——
产品名称 募集期 期限 起售金额 预期年化收益率 风险等级 渠道 单户申购上限

聚溢融B3新客51 12.19-12.25 91天 5万 4.70% 中低 柜面、电子 30万

财溢融B3新客51 12.19-12.25 91天 200万 4.80% 中 柜面、电子 600万

江苏银行：
丹阳支行营业部 迎春路518号 86968852
丹阳新市口支行 金陵饭店1楼 86566593
丹阳丹金路支行 千家乐市场东 86530763

江苏银行提醒您：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所有产品要素以理财产品说明书为准。
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

广告

经营名茶名酒经营名茶名酒，，定制企事业单位节日福利定制企事业单位节日福利
电话：13815199333地址：东门外大街住建局向东2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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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 欣 酒 业 总 经 销
热线：1395282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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