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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春柳

“这两天平整土地，本月下旬就要开始
‘落谷’了。”5月17日上午，记者见到东海镇
丰利村启东金鑫家庭农场主朱云飞时，他正
在田地里忙活。

今年52岁的朱云飞曾是一个建筑工
人，十多年前一次意外导致腿部残疾，原本
的生活节奏就此被打乱。经过一段时间的休
整，朱云飞决定重新出发。“农村里留守老
人和孩子越来越多，不少农田抛荒，当时
政府鼓励发展农业，我思前想后决定在地
里干出些名堂来。”朱云飞说。2011年他
在村里流转了60亩地，种植小麦、黄豆等粮
食作物。

隔行如隔山。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
但朱云飞一直在外打工，没有耕作农田的经
验。为此，他向同村的“种田老把式”取经，向
外来种植能手请教。空闲时，还通过网络电
视等途径学习科学种田技术。功夫不负有心
人，朱云飞的种植技术越来越成熟，种植面
积从100亩、200亩扩增至500多亩。

2014年，朱云飞成立了启东金鑫家庭
农场，当起了农场主，主要进行水稻、小麦的

轮种。“农民总是靠天吃饭，对此我深有体
会。”朱云飞说，每年6月初收割完小麦，紧
接着就进入了一年一度的黄梅天，收割好
的麦子经常会霉变腐烂，眼看到手的收成
打了折扣，他心痛不已。“必须置办粮食烘
干机。”2015年，积攒了一定的资金后，
朱云飞建起了标准化钢结构烘干房，引进
4台净重12吨的烘干机。“机械化烘干的粮
食，不仅生产效率高，而且品质有保障。”除
了烘干机，农场还配备了大中型拖拉机、收
割机等多台套农机具，机械化设施成了他种
田的好帮手。

“发展自己，还要帮助别人，大家富才是
真的富。”去年朱云飞与村里11户困难家庭
和身体残疾的村民结对，通过流转其土地，
按照收成给予相应的租金，当村民们拿到每
亩1200元的租金时，个个乐开了花。

为了实现精准扶贫，朱云飞决定带动村
民通过种养结合的方式走上致富之路。今年
他新增流转了300亩土地种植小麦和水稻，
其中100亩由低收入村民沈岳、张春荣“认
领”。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朱云飞免
费给他们提供稻种，接下来的播种、植
保、收割等都将提供一条龙服务，待成熟
收割后以市场价格进行收购，以解除种植
户的后顾之忧。沈岳是个单身汉，因为没
有手艺缺少经济来源，这次在朱云飞的带
动下种植了50亩农作物，心里别提多高兴
了：“朱云飞为我们找到了增收致富的道
路，在他的帮助下我一定要好好干，努力让
自己的生活尽快好起来。”

村民张建平、刘辉、黄志辉、黄炳强
的家庭经济也比较困难，结合实际情况，
朱云飞建议他们以养羊实现脱贫，并给每

人免费提供了15只小羊，还投了养殖保
险，降低养殖户的养殖风险。担心他们缺
乏经验，朱云飞一得空就上门了解情况，
给予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帮助指导。清理
羊舍、喂食、疾病预防……如今，张建平
等几户人家每天都在忙碌着。“想到羊出栏
时有一笔可观的收入，再忙再辛苦也值
得。”谈起走上养殖之路，张建平等养殖户
总要提起朱云飞，“村里有这么一个带头致
富人，真是我们村民的福气。”

“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记启东金鑫家庭农场主朱云飞

4月28日 星期五 晴
我和义诊志愿者们一大早就来到辖区

内支起桌椅,等待居民们前来测量血压、血
糖，路过的一些居民微笑地跟我打招呼。自
从“走帮服”活动开展以来，通过进门入户，
我认识了更多的居民，也让越来越多的人
认识了我，年长一些的都会亲切地喊我一
声“小陈”。他们从个人经历到家长里短，从
以前的困境到如今的幸福生活，都愿意与
我交谈。

在义诊现场，医务志愿者们为社区老
年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发放健康教育宣传
资料，耐心解答老人们提出的健康咨询问
题。为了使本次义诊活动能够更好地进行，
我事先列出了走访中发现的 5 户空巢老
人。当我拨通电话告知他们，我将会带领义
诊服务队上门为他们免费量血压、测血糖
时，老人们激动得连声道谢。“还以为‘走帮

服’就是个形式，还真能带来服务呢！虽然
是一次义诊活动，但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
能有专业的志愿者指导一下，还是很不错
的！”家住阳光花苑的张大妈说。

我和义诊小分队队员们先来到滨江花
苑小区李文明老人的家中。李叔叔的两个
儿子都在杭州工作，并且在那里落户安了
家，平日里只有老伴陪伴左右。我们敲开
李叔叔的家门，李叔叔高兴地招呼大家坐
下，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到电视机旁，
一边调试音量，一边笑眯眯地跟我们解释
道：“这几天，老伴去杭州儿子家带孙子
了，家里冷清了许多，只有电视机陪我
喽！”李叔叔的一席话中透露出淡淡的孤
寂。我连忙扶着李叔叔坐下，“叔叔别忙
活了，让徐医师替你量量血压吧！”徐医
师认真为他做了检查，并详细询问了李叔
叔的患病、用药等情况后，叮嘱他要按时

服用降压药物，定时测量血压。临走时，
李叔叔笑得特别灿烂，嘴里不停地念叨
着：“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分明看到
了他眼里的不舍，心里默默地想，以后有
机会多来看看他。

随后，我们义诊小分队又来到其他4
户老人家中，为他们做健康检查，解答他
们咨询的健康问题。回到办公室已是上午
10 点半了，走访中我发现，空巢老人除
了生活上的需求外，最需要的还是精神
上的慰藉。远在外地的儿女平时要多给
父母打打电话聊聊天，鼓励老人多参加
一些社区公益活动，让老人忙起来，生
活充实了，才能排解内心的孤独。老人
也应建立自己的生活圈子，培养一些适
合自己的兴趣爱好。

为此，我们作为社区工作者将积极开
展对空巢老人的“十送服务”：平常送问候、

孤独送快乐、生日送礼物、生病送慰问、冬
天送温暖、夏天送清凉、情感陪护、健康
咨询、日常家务、跑腿服务。我想，只有
我们基层社区党员干部走进居民家中，了
解他们的繁杂琐事、生活冷暖，才能把事
情办到居民心坎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担
当，我们内心应是充实而快乐的。而“走帮
服”活动就像扁担的两头，一头连接各级政
府和社会，一头连着老百姓，是座“连心
桥”，虽然忙碌，但当看到居民们满意的笑
脸，心里是甜的。
（阳光花苑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陈张燕）

市综治办推广“平安江
苏”手机客户端

充分发动群众
参与平安创建
本报讯 5月18日，市综治办在电信分公司

信息化培训室召开“平安江苏”手机客户端推广
动员暨应用培训会。

“平安江苏”是省综治办新近研发的一款
手机APP，旨在充分发动广大群众参与社会
治理和平安建设，进一步深化平安志愿行动，
科学推进平安志愿工作。培训会上，省项目组
专家分项目介绍、流程讲解、模拟操作和答题
解惑四个环节对培训对象进行了详细讲解。通
过培训，市镇两级骨干操作员基本掌握了操作
要领。

市综治办相关工作人员对“平安江苏”手机
客户端推广应用工作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各综治
成员单位、各镇（园区、街道）广发动、齐动员，高标
准完成推广应用工作。 （徐长林 刘吟菊）

紫薇一村开展端午节邻里活动
本报讯 5月19日上午,紫薇一村社

区开展“艾香端午邻里情”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把准备好的

糯米、红枣、花生、竹叶等包粽子的材料整
齐地摆放在桌上，社区志愿者包起了各式
各样的粽子。随后社区干部将大家包好的
粽子，送到社区困难户手中。 （江秀泉）

市工商联、国地税联合
举办座谈会

深化税收改革
助力民企发展
本报讯 日前，市工商联、国地税联合举办

了以“深化税收改革 助力民企发展”为主题的座
谈会，邀请了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启东建筑
集团有限公司等9家民营企业法人代表、财务负
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就税收如何更好地服务民营企业发
展、如何提供更适应纳税人需求的税收服务等
议题进行了座谈讨论。与会民营企业代表发言
踊跃，大家从营改增后增值税抵扣、虚开发票的
风险防范、纳税信用评价体系、个人所得税申报
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建议。国地税负责人
希望民营企业全面对接税收改革，提升核心竞
争力；全面风险管理，力争转型成功；全面合作
共处，提升综合效益。

（樱子 蔡岳 王华）

送医上门暖了老人心

5月18日，市文联组织部分文艺工作
者，来到北城区街道的紫薇公园、颐园和
民乐新村社区等，开展“扎根人民、深入生
活、感知启东”主题创作活动。郁卫兵摄

紫薇花苑为老人提供上门义诊
本报讯 5月18日，紫薇花苑社区联

合社区卫生服务站，为部分行动不便的老
年人提供上门义诊服务。

社区志愿者还与老人及其家属进行
交谈，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 （刘印红）

长龙三村举办“健康厨房”活动
本报讯 5月12日下午，长龙三村社

区组织举办“健康厨房”主题活动。
活动中，大家一起学做美食，学习了

相关食品营养、健康知识等，通过厨房小
妙招学会如何识别和挑选食材，如何更好
地保留食材的营养等。

（刘嘉怡 岑峻巍）

文汇新村组织志愿者关爱烈属
本报讯 5月15日上午，文汇新村社

区党总支“200米服务圈”党员志愿者，走进
烈属倪秀兰家，送上党组织的关爱。

在和居民闲聊中，社区干部获悉倪秀
兰身体不适的消息后，立即发动“200米服
务圈”内的党员志愿者行动起来，带上蛋糕
走进她家，嘘寒问暖、关怀慰问，还为她家
进行了环境大扫除。（陶燕子 陈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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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8:00~14:00 10kV城西线
#2052025 杆分路开关支接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汇龙镇：合兴村、南通市恒瑞精
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启东超凡再生物资
回收有限公司、启东市福兴塑料编织厂、
启东市合兴锻造厂、启东市合兴利用线材
厂、启东市宏茂机床附件厂、启东市鸿飞
建筑机械厂、启东市华兴乳化混合设备厂
(普通合伙)、启东市汇龙镇玲榕地板厂、启
东市嘉信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启东市金达
织造厂、启东市巨龙机械厂、启东市淇耀
羊毛衫厂、启东市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
司、启东市威荣精密模锻有限公司、启东
市耀华电源材料有限公司、启东市永玮热
处理厂、启东映水堂海产礼品有限公司等
一带。

6月1日7:30~13:30 10kV大桥线
#2297099 杆分路开关支接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惠萍镇：大兴花部、大兴织带
厂、果园村、机管站、江苏澳兴服装集团有
限公司、农科所、启东市沛新玩具有限公
司、启东市天地纸模包装厂、启东市鑫辰
泵业有限公司、启东市徐龙小学、水井站、
兴乐村、织带厂等一带。

6月1日7:30~12:30 10kV环南线
#201A020 杆分路开关支接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汇龙镇：友谊新村安居房、友谊
新村、启东市程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徐振华、张铧月、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等

一带。
6月1日7:30~13:30 10kV新沙线

#2166150+1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吕四港镇：大洋村、吕丰村、启
东市大洋港龙海水产品加工、启东市方圆
水产行、启东市富洋水产有限公司、启东
市海春水产品有限公司、启东市海神网具
织造厂、启东市华强渔船尾轴维修部、启
东市集友水产冷冻加工有限责任公司、启
东市吕四兴忠冷冻厂、启东市源长制冰有
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启东石油分公司等一带。

6月1日8:00~11:00 20kV江天线
滨海变侧至#2262031杆分段开关及支
线，20kV江洲线滨海变侧至#2263052
杆分段开关及支线停电 停电范围：近海
镇、滨海工业园区：南通振中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映智电气启东有限公司、启东东
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启东诺伟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启东滨海工业园开发有限公
司、启东上重矿山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江
苏建冶路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南通锐泰
锻压制造有限公司、启东应成医疗器械科
技有限公司、启东申乐工艺品有限公司、
南通浙华合成革有限公司、江苏邦全展示
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启东源智展览服务有
限公司、启东市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启东薯与我食品有限公司、江苏能高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启东三立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江苏世亚金属有限公司、启东市众恒
源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皇室食品工业
有限公司、江苏正恒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三源织造有限公司等用户。

6月2日8:00~11:30 10kV东元线
#2103043-1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吕四港镇：篙枝港、海复港口、江
苏启东吕四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姜
兵、七门闸、启东市东元冷冻厂、启东市公
安局蒿枝港边防派出所、启东市顺昌水产
品有限公司、燃气用具厂、三圩村、上海迎
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四堤村等一带。

6月2日8:00~13:00 10kV新棉线
#2202006-4杆分路开关支接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王鲍镇：二厂村、江苏新桃源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启东市市政园林建设
有限公司、启东市王鲍镇人民政府(园艺种
植)、强丰村、绳厂、物中村、义南村、中铁十
局集团有限公司等一带。

6月2日8:00~11:00 10kV近西线
启兴变侧至#2064072杆分段开关及支
线停电 停电范围：近海镇：大圩村、海丰
镇村、海丰镇、启东市荣博水产养殖专业
合作社等一带。

6月2日9:00~13:00 10kV成谷线
#2287039杆分段开关至#2287081杆
分段开关及支线停电 停电范围：北新镇：
成谷村、孚言村、启东市市政园林建设有
限公司等一带。

启东市供电公司2017年6月上旬停电通知
▲启东市汇龙中学遗失本校

发票（学杂费）2份，号码分别为：
5293200、5293201。声明作废。

▲ 施 伟（身 份 证 号 码 ：
320626196211300467）遗失启
东市城建中被拆迁户安置房选
房、交款约定协议一份，房源位
置：汇东小区南侧 9 号楼 803
室。声明作废。

▲宋伟华（身份证号码：
320681198202250051）遗失启
东市城建中被拆迁户安置房选
房、交款约定协议一份，房源位
置：城东花苑36号楼201室。声
明作废。

▲沈安新（身份证号码：
320626195106122633）遗失启
东市城建中被拆迁户安置房选
房、交款约定协议二份，房源位
置：城东花苑36号楼301、48号
楼801室。声明作废。

▲启东鸿运激光仪器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320681000229824，编号：
320681000201109010028S。
声明作废。

▲李兵遗失苏FLD278汽
车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保险
单 发 票 一 份 ，流 水 号 ：
16645235。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5月22日，由市教育局关工委主办的“红星闪闪照我心”主题教育现场观摩会在市开发区中学举办。各镇
区学校关工委负责人、部分退休教师参加了观摩会，并和学生们表演了诗朗诵、舞蹈、合唱等节目。潘杨摄崇德向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