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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高气爽，云淡风轻，
最是人间好时节。国庆前
夕，在浓郁的金桂花香中，
我们来到人间天堂苏州张
家港，开启江苏省五星工程
奖大赛的“摘星”之旅。

中午时分，同事玮玮送
来一大杯北海道芝士奶茶，
满满的甜蜜温馨，让我惊喜
地喝上了“秋天的第一杯奶
茶”。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
没有什么烦恼是一杯奶茶不
能治愈的，如果有，那就来两
杯。几乎没有任何征兆，这
几天，一个关于奶茶的话题

“我想要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莫名地在微信朋友圈爆火，

呈现刷屏之势，还一度登上
微博热搜榜。多数人还是想
知道这种无厘头的“秋天的
第一杯奶茶”到底是个什么
梗，又是怎么来的。随着时
间的推移，网上出现了一些
解释，比如有人说，借着秋天
的到来，向自己亲爱的人要
了杯奶茶的红包，于是便定
义为“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来
表达爱意；又有人说，能喝上
这“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说明
有人心里惦记你，于是乎眼
中有光心中有温暖；还有人
说，情侣之间发“秋天第一杯
奶茶”红包的较多，数字几乎
都是52或520。

呵呵，有点意思。前晚
人生过半的我“老夫聊发少
年狂”，在微信朋友圈跟风，
发了一遍“我想儿子秋天的
第一杯奶茶”，其实是想激
励处于人生重要关口的儿
子高扬一鼓作气、再接再
厉，顺利通过这个宝贵的考
编机会。随想发出，点赞如
潮，深深触动我内心深处最
柔软的地方。午夜时分，远
在重庆的女儿琪宝突然给
我发来爱心红包，又是意外
的惊喜，惹得她老妈“醋意”
大发。她酸我也酸，只不过
她酸在心中，我酸在鼻子
里。次日中午，儿子跑到我

身边笑眯眯地说：“放心好
了，你不就是想一杯奶茶，
小事，马上中秋了，我会给
你中秋节的生日送上独特
的红包。”嘿嘿，足矣，有了
这些，什么都无所谓啦！

人生其实就是一种修
行，与爱同行，世界充满阳
光。就像这次苏州摘星之
行，一群人承载着70万的小
城百姓的文化梦想。如愿以
偿也好，作壁上观也罢，努力
过奋斗过拼搏过，我们内心
充盈精神饱满。有志者事竟
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
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
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这

是王者风范。胜不骄，败不
馁；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咬定
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
风”——这是行者之禅。

春华秋实，苦尽甘来。
在丹桂飘香的金秋，在文化
领先全国的苏州张家港，姜
堰小品《让爱回家》、扬州评
话《苏中红嫂》最终荣获第
十四届五星工程奖，并且后
者进入全省前三甲，实现了
历史突破。这是姜堰文艺
史上新的超越，对姜堰乃至
泰州是莫大的鼓舞，于我来
讲，更是至上的荣耀。这苏
州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香气氤氲，香味绵绵！它让
我深深感悟到，文化于我们
而言并非苦旅，而是一方诗
情悠悠的逐梦乐土！感恩伟
大的祖国，感恩火红的时代，
感恩生我养我的姜堰父老！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高秀春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人类命运，休戚相连。

抗击疫情，阻止蔓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患难与共，真情可鉴。一线指导，院士组团。

联防联控，社区监管。应收尽收，方舱医院。

生命第一，抢救为先。试剂检测，临床实践。

药物疫苗，科研攻关。高瞻远瞩，力挽狂澜。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信息透明，见微识远。

中国精神，中国经验。天下为公，德彰锦延。

举世公认，中国贡献。大国担当，树立标杆。

守望相助，环球闯关。世界加油，阳光灿烂。

中国标杆
♦王剑制

1980 年 10 月中旬，加查
区收到我的内调通知，区委
书记小索朗随即通知在乡
下工作的区干部回来。他
通报了我内调的事，并说安
排大家回来就是提供一个
跟我聚会的机会。普布次
仁区长说：“戴书记日夜操
劳，现在要内调，我们没办
法 表 达 心 意 ，只 好 放 两 天
假 ，让 大 家 陪 他 谈 谈 玩
玩”。区委还特别安排副区
长顿顿协助我做内调准备。

在藏五年（计划是三到
五年），加上三四次休假（政
策规定在藏一年半回内地
休假三个月）以及往返时间
大约两年（交通极为不便，
每次途中得花三个月甚至
半年），我的援藏时间在七
年以上。入藏之前，我按照
要求准备了高原生活的必
备 用 品（高 压 锅 、煤 油 炉
等）、五到七年的衣被鞋帽、
几十斤花生米（父母一粒一
粒拣出来的），两桶蜂蜜（弟
弟戴永法将他养蜂所得的
几箱洋槐蜜全部给了我）。

入西藏之后，我又购置
了 一 些 生 活 和 工 作 必 需
品。由于在藏时间并不太
长（在藏实际上只有 1979 年
6 月到 1980 年 11 月之间的
近一年半时间），带去的物
品除日用品和食品外，大部
分原封不动。内调政策规
定，每个内调人员的行李限
重六百公斤（加查县放宽至
每人一千公斤），每人特供
0.3 立方的木板作为包装。
为了轻装上阵，我将从家中

所带和在藏所置的大部分物
品留给藏族同志作为纪念。

上世纪 80 年代初还是
计划经济模式，重要的生产
和生活资料凭票供应，可是
中央对西藏实行特殊政策，
所需的生活资料都由三大
直辖市直供，藏族同胞可以
自由购买。内调时，对国家
管制的商品（如麝香、虫草
等视同黄金管理，不得私自
买卖），援藏人员无人“越雷
池半步”，就是内地紧俏的
日用商品也很少有人染指。

小索朗书记和普布次
仁区长特地约我到区供销
社，当面给巴珠主任和供销
员扎西多吉交待：供销社经
营的农副土特产品除了国家
不许私自销售的麝香外，全部
让我优先选择，其他要求也要
尽力满足。对藏族同胞的一
片盛情，我是受之有愧却之
不恭，在他们的反复催促下，
这才选了西藏毛纺厂产的麦
尔登呢、毛毯，加查特产薄皮
核桃，此外还有雪猪（旱獭）
皮、猞猁皮、雪豹皮等。

同甘共苦的藏族同志
更是将友情发挥到了极致，
他们拿出珍藏的高山雪莲、
当归头、贝母、五灵脂、黄
精、鸡蛋参、麝香、冬虫夏草
（麝香、虫草虽然不准私下
买卖，但是可以馈赠）、熊
胆、熊掌、鹿角、雪猪油、蛤
蚧、牦牛尾巴和核桃等送给
我。一直当我翻译的索朗
次仁特地赶回乃东县老家，
让妈妈领着两个姐姐日以
继夜地给我捻了五六斤纯

羊毛线，手捧带着体温的毛
线，我咽喉哽咽：我在西藏工
作了不足两年，与索朗次仁
才一年有余，他给了我极大的
方便和支持。在西藏，没有索
朗次仁这样的同志默默无闻
的帮助，我们汉族干部纵有天
大的本领也寸步难行。

专门帮我做内调准备
的顿顿副区长觉得用组织
配给的松木板做包装箱没
有特色，于是在加查公社二
队的惹木堆组寻到一棵枯
死的粗大核桃树（核桃木是
与红木、花梨木齐名的名贵
材种，据说用其制成家具后
无需油漆也光亮照人），打
算将其刨成制作包装箱的
板材，可是当地除了伐木场
就找不到大锯，只能用斧头
刨削。普布次仁区长觉得
可想而不可行，用斧头把树
段加工成木板少则十天半
月，多则一月有余，时间不
容许，再则加工出来的木板
粗糙而沉重，难以运送。顿
顿副区长只好从拉回的成
材中挑选出满意的板材，锯
除有木节疤的地方后钉制
了三只包装箱，这才露出了
满意的笑容。

我带回内地的物品当
中有个粗布缝制的床垫是
小索朗书记等人送给我的
独具西藏特色的礼物，床垫
填充的是獐子毛。据藏族
牧民讲，獐子毛是中空的，
不但具有轻松、柔软、保温、
防虫等功能，而且能够祛灾
避邪，西藏农奴主和寺庙里
的上层喇嘛都以有獐子毛坐
垫为荣。内地潮湿，冬用夏
藏，几经清洗，脆弱的獐子毛
逐渐断碎不堪，虽然无法继
续使用，但我还是保留至今，
因为它是那段历史的见证。

包装情结
♦戴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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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危化品安全生产专项巡察意见反馈会召开
区委巡察办

本报讯（记者 蒋立峰）昨
日上午，副区长郑长进带队督
查镇村污水治理项目。

在大伦、蒋垛等镇污水治
理项目施工现场，郑长进查看
项目进展情况，并与施工单位
负责人详细交流工程建设事
宜，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据了解，今年我区村庄生
活污水治理工作涉及 50 个村，
其中新通扬运河沿线 15 个，通
南经济发展区 20 个，溱潼水上
游览线沿线 1 个，城区农民集
中居住区14个。

郑长进指出，镇村生活污
水治理是一项惠及人民群众的
民生工程。各镇村及相关职能
部门要坚持系统思维，

（下转2版）

郑长进带队督查
镇村污水治理项目

本报讯（记者 孙柳）昨日
下午，全区宣传干部暨新闻发
言人培训班在区政府开班。各
镇街（园区）分管负责人或宣传
委员、区级机关各部门（单位）
分管负责人、宣传文化系统部
门（单位）中层以上干部等近百
人参加培训。 （下转3版）

全区宣传干部暨新闻
发言人培训班开班

根据市区两级巡察工作领导小
组安排，昨日我区召开市区危化品
安全生产专项巡察意见反馈会。区
委危化品安全生产专项巡察组组长
王凯对市区联动巡察情况作了反
馈，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区
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区委巡
察办主任张兆海对巡察整改工作提
出要求，副区长章惠明出席并讲话。

根据统一部署，8 月 29 日至 9 月
19 日，区委危化品安全生产专项巡
察组对全区危化品安全生产工作开

展了专项巡察。巡察组认真贯彻省
委巡视办危化品安全生产专项巡视
巡察联动要求，深化政治巡察定位，
重点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
危化品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危化
品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官
商勾结”、体制机制建设等方面存在
的突出问题，从严从实开展巡察监
督。通过广泛开展个别谈话、实地
走访企业、认真受理群众来信来访、
调阅有关文件资料，深入了解情况、
发现问题、形成震慑，顺利完成了巡

察任务。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和
区委书记专题会先后听取了巡察情
况汇报。

王凯指出，巡察期间，市区两级
巡察组发现全区危化品安全生产工
作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不够深入系统、化工产业布局优化
提升效应不强、开展危废处置安全
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够全面、危化
品交通运输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存在薄弱环节、 （下转3版）

本 报 讯（记 者 颜 禹 铭
特约记者 姜伟）昨日，我区召
开“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座谈
会，邀请专家和代表对姜堰发
展、为“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
建言献策，帮助谋划未来发展
蓝图。区委书记方针出席会议
并讲话。他强调，编制好“十四
五”规划事关长远、意义重大，
全区上下要以强烈的责任感、
使命感，认真做好规划编制工
作，为姜堰高质量发展绘就宏
伟蓝图、贡献智慧力量。

会上，区发改委汇报了我
区“十四五”规划编制进展情
况；相关专家、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社科联代表、基层（村、
居）代表、园区代表、教育卫生
界代表、企业代表、网民代表等
踊跃发言，围绕加快泰姜一体

化、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完善养
老服务、提升教育品质、智慧健
康服务打造等方面建言献策。
大家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方
针边听边记，不时插话交流。
就姜堰“十四五”规划编制，方
针指出，要强化战略思维，彰显
规划编制的时代格局。要全面
践行新思想，把践行新思想作
为规划编制的主基调，始终将
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对“十四五”
规划编制的要求贯穿规划编制
和发展始终；要准确把握大逻
辑，立足姜堰现有特色和基础，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集体与个
人、宏观与微观的关系。要科
学描绘好愿景，既不好高骛远，
也不降格以求。方针强调，要
强化系统思维，提高规划编制
的科学水准。要抓牢关键处，

把握发展趋势，主动研判大趋
势、谋划大思路；把握发展路
径，优化完善今后一段时期的
发展战略；把握产业体系，坚持
工业强区思路，突出发展旅游
业，形成优势产业集群。要注
重衔接点，上下要衔接，力争更
多的姜堰元素列入上级规划；
前后要衔接，确保平稳过渡；条
块要衔接，使产业发展规划与国
土空间规划、城市发展规划有机
衔接。要细化硬着子，全面细化
区域一体化、产业高端化、治理
现代化等问题。方针强调，要强
化开放思维，务求规划编制的
指导实效。要树立学习意识，
加强与先进地区沟通，以开放
的视角取长补短，确保规划编
制布局优化、科学合理。要树立
开门意识， （下转2版）

我区集思广益谋划“十四五”发展蓝图

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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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米镇充分运用“人防+技防”措施，实行每月无人机全
覆盖巡河1次，8月份以来航拍取证集聚性成片绿萍7处、建筑
垃圾5处、乱堆乱放4处，及时向涉及村下发问题交办单，明确
整改时限，并跟踪督促各级河长整改到位。 王小忆 摄

聚焦河长制工作

本报讯（记者 吕阳）昨日上午，我区召
开新任科级干部集体廉政谈话会。114 名
2019 年以来新任科级干部参加会议。区委常
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王国祥出席会议
并对与会干部作了集体廉政谈话。

王国祥围绕我区近年来查办的 3 类典型
留置案件，与新任科级干部分享了自己的一
些工作经历、学习感悟。他指出，召开廉政谈
话会是落实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
求，是推进姜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履
行纪检监察职责应有之义。新任科级干部要
做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工作上的领头人、灵
魂上的干净人，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
公正清廉形象尽情展示自己，以饱满热情和
优异成绩证明自己，真正做到不辱使命、不负
重托。

与会人员观看了《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
系 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视频。4 名新任科
级干部代表作了交流发言。

我区召开
新任科级干部集体廉政谈话会

本报讯（特约记者 程斌 通讯员 陆
穹）日前，市公安局姜堰分局举办“我是党员、
奋斗有我”党员轮训培训班。开班仪式上，副
区长、公安分局局长孙峰结合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训词精神，以《坚持政治建警首位首责，
打造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公安铁
军》为题，为全区公安机关党员民警、辅警讲
授了一堂专题党课。

孙峰要求，全区公安机关要牢牢抓住政
治建警这个“牛鼻子”， （下转2版）

区公安分局举办党员轮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