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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路上
“春之声”
——本报记者新春走基层见闻

五四村：
党群凝心“化”春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 ”。大年初三晚上的一场大雪，捎来
了瑞雪丰年的好兆头，却也阻碍了出行
者的脚步。
汇龙镇五四村党总支的几名村干
部通过电话简单商议后，迅速向各党小
组布置任务:各党小组立即行动起来，
组
织党员及志愿者清扫责任路段积雪，确
保群众出行安全。
一声号令，
一人，
二人，
三人……参与清扫积雪的党员和志愿
者在各路段迅速汇聚，
在他们的带动下，
很多村民主动参与到铲扫积雪的队伍中
来。6 组村民朱和平一人清扫了 将 近
200 米路段，6 组党员倪志家伫立风中
疏导交通……
在众多志愿者中有一位老人值得
敬佩，他就是五四村的乡贤——97 岁
高龄的原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高级编辑
黄成才(笔名鲁牧)。老人的儿子是党小
组长，当听说儿子要带领党员义务清扫

道路积雪后，老人非要带上铁铲一同参
与志愿活动。老人动情地说:“离开家乡
几十年了，落叶终归根，希望有生之年
能为家乡、为村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
一场突击的志愿拉练活动，凝聚了
党心，贴近了民心，更检验了应急状态
下基层党组织的号召力和执行力。
（施卫兵）

周兵：盼农产品价稳货畅

2 月 4 日，大年三十，家家户户都在
忙着办年货过春节。可是，近海镇小闸
口村的养殖户周兵却远赴沈阳，来到东
北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收购花菜。
“春
节期间，蔬菜批发大户都回家了，这是
一个好时机，赚点小钱。
”周兵介绍。
50 岁 的 周 兵 主 业 是 养 猪 。2010
年，周兵在小闸口村办了个养猪场，但
是产生的猪粪让他与周边村民产生了
不小的纷争。
“ 虽然我的猪场离村民居
住区有段距离，但是猪粪问题还是引起
了周边村民的反感。”周兵说，他想建个
沼气池，
但是没有足够的资金。

2013 年，我市开展畜禽养殖污染
治理，在省、市财政支持下，周兵投入
70 多万元，建成了一个三格式蓄粪池
和沼气处理系统。经过该系统的处理，
畜粪水可分离为沼气、干性沼渣和沼
液。
“养猪场每天产生的猪粪有 1 吨多，
生产的沼气可以供数十户家庭使用。”
周兵说。他将管道铺设到附近村民家
中，免费向他们提供沼气。此举不但解
决了养殖污染，还改善了邻里关系。目
前，养殖场周边共有 38 户村民用上了
养猪场提供的沼气。
近年来，随着环境治理的推进，周
兵也在不断转型。
“现在，我已不再养生
猪，全部养殖能繁母猪，共有 300 头，每
年销售小猪近 5000 头。”周兵说。在养
猪的同时，周兵还流转了土地种植蔬
菜，搞起了家庭农场。猪场产生的沼液，
通过管道喷洒到农田，无污染的有机肥
让农作物更值钱。
农业生产，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
大，一不小心就面临亏本。
“ 去年，猪肉
价格持续低迷，生猪价格也较低，导致
小猪卖不出价。”周兵说，加上今年花
菜价格犹如过山车，短短 1 个月时
间，从 2 毛一斤到 3 元一斤，现在只
有 4 毛一斤，价格没有规律可言，好
多蔬菜批发户都亏了本。“希望今年，
不管是猪肉还是蔬菜价格都能更趋平
稳。
”周兵说。
（黄燕鸣）

黄安兴：为读者守护宁静
“新年快乐！”大年初一上午 9 点不
到，市图书馆内已经人头攒动，图书馆
工作人员给新年第一天来馆的读者派
发新书，
“今年和往年的情况差不多，市
民阅读的热情很高。”图书馆工作人员
黄安兴介绍。
黄安兴是图书馆报刊室的管理员，
他在这个岗位已经工作了 10 年，节假
日是他最忙的时候。当天早上 8 点，黄
安兴就到岗了，为读者提前准备好热
水，检查室内卫生……一切就绪后，黄
安兴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着手进行当
天的新书派发活动。
“ 派发新书是图书
馆的惯例。
”黄安兴笑着说。
“黄安兴可是我们这里的劳模，什
么事都冲在前面，帮我们解决了不少
问题。”黄安兴的一位同事笑呵呵地说，
图书馆有什么修补的找他就对了，饮水
机、厕所门、拖把等等，他都能修，特别
热心。听同事们夸他，黄安兴有点不好
意思：
“ 都是举手之劳，我是名党员，应
该为单位节约开支做点事。”黄安兴除
了义务帮助同事外，还经常拾金不昧，
来报刊室的读者遗失了财物，社保卡、
现金、手机……黄安兴只要捡到了，都
会第一时间还给失主。
除了给读者提供安静舒适的阅读
环境，黄安兴尽量满足不同读者的需
求。
“ 不能大声喧哗，不能穿拖鞋进入，

张春兵：疏导交通保平安
和往年一样，春节期间我市交警部
门启动春节值班备勤模式，值班民警分
组轮岗，24 小时保障城市交通安全，市
公安局交警大队城区二中队副队长张
春兵就是其中一员。
大年三十上午 7 点，张春兵和同
事们跟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城区二中
队值班。他先到办公室接待群众，处
理交通违法，3 个小时没离开过凳子，
也没喝一口水，一口气把所有的事情处
理 完 ，果 然 是 个 名 副 其 实 的“ 拼 命 三
郎”
。
中午交通高峰时节，张春兵和同事
们来到紫薇路港东路口执勤。除夕，路
上行人、车辆格外多，张春兵边用手势
指挥，边逐车喊话引导车辆和行人通
行。
“我们最怕的是市民不配合，不管遇
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会做到文明执法。
遇到有过激行为的群众时，我们会采取
相应措施，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张春兵
和同事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当好交通
引导员，保障中午高峰时节道路交通秩
序稳定。
对张春兵来说，春节加班已是一种
习惯，在食堂吃晚饭的间隙，他拨通了
老婆和儿子的电话。
“对不起，又没陪你

们一起吃年夜饭，我在单位一切安好。”
张春兵哽咽着说道。
他与川流不息的车辆为伴，他与霓
虹闪烁的灯光为伍，他是交警大队每一
名民警、辅警的代名词，他们为了万家
团圆，牺牲了自己小家的团圆。他们没
有回家团聚，没有坐在年迈的父母膝前
倾诉，也没有陪老婆孩子。张春兵告诉
记者，他是一名交警，执法为民、服务于
民是在
“尽本职”
。
（吴佩佩 陈丽娣）

张杭健：种养结合好收成

大年初四早上，厚厚的积雪覆盖着
东疆大地，天寒地冻。惠萍镇杭健家庭
农场主张杭健顾不得寒冷，换上反穿
衣，穿上高帮雨靴，手持铁锹早早出门
了。走进宅后面的麦田，张杭健挖起
了排水沟。“昨天晚上下的雪有点大，
麦地里积了厚厚的一层，得挖条排水
沟，积水才能快点排掉，不然会影响小
麦生长。
”
不到一个小时，干完农活的张杭健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回家了。
“平日里，全
部的时间都放在了跟土地打交道上，陪
伴家人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趁着今天
兄弟姊妹都在家，我要下厨给他们做一
顿美味的饭菜。
”

挑拣蔬菜，准备食材，一个上午张
杭健忙得不亦乐乎。中午 11 点，全家人
围坐在一起，边吃午饭边聊天，笑声不
断。
餐桌上，
家户鸡、
八宝鸭、
红烧羊肉摆
的满满当当。
“这些鸡鸭都是自家农场里
养的，
纯天然。
”张杭健笑着说。
2018 年，由于雨水频繁，土地成本
上涨等原因，农场大规模种植的花菜、
豌豆等作物都没有获得好的收益。为了
增加收入，依托自己种粮的有利条件，
张杭健开始养殖家禽。
“种养结合，自家
地里产的小麦正好用来喂养家禽，也不
用担忧小麦的销售问题了。”张杭健笑
着说，
“纯天然喂养，我们的家禽可受欢
迎了。
”
“嘟嘟嘟”一阵急促的微信提示音
传来，张杭健忙放下手中的碗筷，掏出
手机边查看，边记录。
“ 小张，帮我准备
一下，明天我要 2 只家户鸡”，
“ 我要 1
只鸡，1 只鸭”。在张杭健组建的微信群
里，成员们你一言我一语忙着下单。
“这
个微信群是我的客户群，大部分来自上
海，都是朋友介绍的，他们集中下单，我
给他们送货。”去年，张杭健家的几个亲
戚来启东游玩，看到张杭健用自家产的
粮食喂养家禽后，当即请求张杭健能经
常为她们送货。一来二去，客户慢慢地
多了起来。
谈及新年心愿，张杭健笑着表示，
希望能够扩大种养结合的规模，同时也
能有更多的客户群体。 （黄晓燕）

张红：
多点时间陪家人

易拉罐装的饮料也是谢绝的……很多
时候会得罪人，但不管理会影响其他读
者 ，所 以 不 得 不 严 格 ，希 望 大 家 能 理
解。”黄安兴说。报刊室里有些年老读
者，黄安兴总是耐心地告诉他们报刊杂
志摆放的位置，为他们提供放大镜、老
花眼镜等。有位 80 多岁的读者，因为腿
脚不便无法前来借书，黄安兴知道后，
记下联系方式，
经常上门给他送书。
“还有两年我就要退休了，希望能
站好最后一班岗，继续为读者守护好这
方宁静的读书环境。”新的一年，黄安兴
的愿望依然朴素。
（茅晨华）

大年三十下午，记者走进市区香格
花园张红家时，他正在厨房里忙着宰鸡
杀鱼，准备年夜饭。
“ 常年在外地工作，
工地在哪人在哪。”张红说，
“ 难得过年
回来，
陪伴家人的时光是最幸福的。
”
张红，今年 51 岁，工地预算员，多
年来一直在外地工作。
“要想中标项目，
预算至关重要。”张红介绍，有时手头项
目多，需要连续加班一个多月，且经常
工作到凌晨 2 点。为了项目中标，每次
他都要从政策、市场行情着手，仔细分
析规律，确定标书价格。凭借近乎完美
的预算，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近年来，
经他手中标了不少项目，企业发展越来
越好。
张红一开始是个电工，在启东老乡
的帮助下，在工作过程中边做边学边摸
索，考到预算员证后成为了一名预算
员，一转眼做预算员也已经 8 年多了。
张红感慨，自己常年在外，一年回家一
次已成惯例。家里都是妻子忙里忙外，
对妻子满是愧疚。
“作为一名启东建筑人，我感到无
比自豪。”张红告诉记者，回家之前，从

新闻报道中了解到，启东建筑业总产值
突破了千亿，这其中也有自己的一份付
出。回到启东，发现启东有铁路了，家乡
面貌一年一个样，
感到特别开心。
“为了更好的生活，也为启东建筑
贡献一份力量。”张红说，新的一年，希
望多点时间陪伴老婆女儿，希望女儿早
日找到白马王子。
（钱爱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