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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王鲍镇的奥林鸡爪槭苗木
基地，慕名而来的东台市苗木商会30多名
会员在主人郭中良的带领下，细细察看不
同品种、色彩丰富的林木。这个年逾七旬、
身患疾病，且原是教师的“外行人”，坚持10
多年把绿化当作事业、植树造福人类，被誉
为当代“绿化愚公”。

2003年，郭中良从小学教师岗位退
休后提出种树，遭到老伴反对、朋友非议。

“已是半截入土的人了，恐怕连地也没人租
给你。”“退休工资足够老俩口安享晚年的
了，还创什么业?”有人甚至说他：“不是种
树，是做梦。”郭老笑了：“做梦好啊！‘梦’字
上边一个‘林’，下边一个‘夕’，我的梦不

就是晚年种树吗？”郭老
的执着和坚持，谁也挡
不住。即使后来身患癌
症也没能挡住他“绿化
造林，美化家乡，回报
社会，精彩人生”的初
心。

创业之初，郭中良
在近海镇杨香圃村连片
流转 100 亩土地建苗
圃。哪知，先是碰上骗
子，后又引种失败，苗木
的成活率仅有5%，一下

子亏光了全部积蓄。但他是个不信邪的
人，继续边学边干。第3年，终于成功培育
出五六万棵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苗木。

苗圃里的树苗需要不断移植才能长
成商品苗，再投入钱从何而来？2006年前
后，郭中良在借款无门的情况下，义无反
顾地将市区1套房产先抵押后出卖用于
再生产；2009年，为还清一笔200多万元
的欠款，他忍痛将位于南通的一个200亩
已建成的苗圃低价转让……

熬过了最为艰辛的创业阶段，小树苗
陆续长成了商品苗，郭中良的苗圃终于止
亏为盈。当人们以为郭中良会就此收手
时，他却将近乎所有的销售收入都“填”进
了不断增多的树坑里，绿树面积5年再扩
张1500亩。2017年，他应邀又在北京、天

津两地建立了100亩鸡爪槭苗木基地。
郭中良种树的影响超越了国界。这些

年，他每年都要去欧洲和日本，考察和研
究发达国家的城市绿化。过去，国内许多
别墅绿化、城市公园、旅游景点上高品质、
大规格的鸡爪槭、羽毛枫、红枫都要从日
本进口。如今，这一状况正在改变。2018
年6月的青岛“上合峰会”，各国元首途经
的景观大道，就选择了郭中良苗木基地的
精品鸡爪槭。

郭中良种树也为新农村建设增色添
彩。租地种树540多亩的王鲍镇建群村先
后荣膺“江苏省生态村”、“全国文明村”、

“全国最美乡村”。租地种树600多亩的南
阳镇元祥村获评“江苏省水美乡村”。在他
的带领下，我市的鸡爪槭种植面积已超过
4000亩，成为国内最大规模和市场供应
量最多的鸡爪槭培育基地。

如今，郭中良拥有包括20万棵商品
鸡爪槭树在内的名贵苗木，其当下及潜在
经济价值，使他成为业界“最富有农民”。但
看他的衣着、住行及至饮食，断然看不到半
点的“老板”派头，他把种树所得全部回馈
给了社会。郭中良种树也播种信用文化。

“成功造林得益于乡亲们的支持，即使砸锅
卖铁也绝不能拖欠农户一分钱。”这些年
里，他年年提前支付大片林地亩均800元
的租金，从未向乡亲们打过一张白条。

他把“奉献爱心、回报社会”作为创业

初心。这几年，每年春节，给王鲍镇、近海
镇的两个村总计200多位70岁以上老人
发放慰问品。曾是一位教育工作者，贫困
孩子成了郭中良的长久牵挂。早在2002
年，刚退休的他就在国家级贫困县湖南省
通道县资助吴诗坡等4个侗族孩子。7年
后，他坚持资助的吴诗坡最终获得博士学
位，并成为全军英才；刘崇艳大学毕业后
成为家乡中学教师。此后，他又通过刘崇
艳，资助当地贫困学生陆陈杰。2015年，
又通过本市媒体，资助大江中学4名困难
高考学子。至今，他先后资助的14名优秀
贫困生，多数已完成大学学业。最困难时
他负债300多万元，也没中断过对贫困生
曾经的承诺。郭中良说：“帮助孩子就像种
下绿树，孩子有未来，国家更有希望。”

2017年 10月，郭中良上榜“中国好
人”。2019年1月29日，央视七套“致富榜
样创业说”专题节目，播出了2018全国三
农十大致富榜样事迹，其中就有郭中良。
如今，这个老人依然每天奔波于苗木基地
追逐着梦想，将病痛、疲劳等统统抛之脑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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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龙镇组织党纪法规知
识“微考试”

线上测试答题
提高廉政意识
本报讯 日前，汇龙镇纪委组织镇机关全体党

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进行党纪法规专题知识考试。
考试通过登录微信公众号“清廉启东”的在线

答题窗口，采取线上测试的形式，内容涵盖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8部党内
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等5部国家法律，《中共中央关于加党的政治
建设的意见》《中共启东市委关于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办法》等。

（邱伟伟）

郭中良：绿色梦想映晚霞
市住建局检查创园考核

线路绿地养护情况

提高养护水平
增强景观效果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创建国家园林城

市各项工作，加快景观绿地增量提质，提高全市绿
地养护水平和景观效果，日前，市住建局分管领导
带队，会同市园林处和各养护公司负责人，对我市
创园考核线路的绿地养护情况进行检查。

按照创园标准和要求，考核组察看了绿地养
护情况，指出养护存在的不足，主要包括绿地养护
管理粗放，行道树修剪滞后、修剪不合理，绿地被
荒化、黄土露天、切边不到位等。针对存在的问题，
市园林处要求各养护单位进一步加强绿化养护管
理，科学修整行道树，加快地被色块整理补植等工
作，不断提高我市绿地养护质量和管理水平，增强
绿地景观效果，迎接创园验收。（陈天灵 韦开余）

5月21日 7:00~15:00 10kV合西线启兴
变侧至#206B061杆开关后段线路及支线停电
停电范围:南通金洲水泥制品有限公司、红星村、
工农村

5月 21日 7:00~10:55 10kV兴龙线#+
2272039-1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范
围:五四村、金初村、启东农业委员会、启东跨越
机械有限公司、启东市亿方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2272039-15杆（专变）、#2272039-15-05+1杆
（专变）、#2272039-15-05+2杆（专变）、启东市
龙阳水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启东绿之源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秦建新、启东市市政园林工程建设管
理处、启东市七彩霓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启东
市新型建材机械厂有限公司、南通倍佳机械科技
有限公司 、启东诚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启东市
永圣医疗用品厂、启东蓝菱电子有限公司、启东
市华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江苏齐哈哈家居用品
有限公司、启东市城河制笔配件厂、启东市长江
有色铸造厂、启东市巨龙石油化工装备有限公
司、启东强赢石化设备制造厂、启东亦大通自动
化设备有限公司、启东市汇龙镇人民政府

5 月 21 日 7:00~15:00 20kV 东方线#
2261046杆分路开关支接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
启东滨海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5 月 21 日 7:00~15:00 20kV 创业线#
226A034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停电范围:
无

5 月 21 日 6:30~11:30 10kV 港西线#
2132031杆分段开关至#2132052杆分段开关
及支线停电 停电范围:海晏村、海滨村、海宴集
中居民区、海丰村、海洋村、海渔村、启东市海威
水产有限责任公司、启东市新海水产养殖有限公
司、启东市恒达海藻有限公司、启东龙源特种水
产有限公司、启东市华盛紫菜加工厂、启东市市
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南通华信食品有限公司、
启东市华洋海藻有限公司、姚金林、启东市天誉
海苔有限公司、启东瀛龙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启
东市海滨水产品加工厂、启东市锦生特种水产养
殖有限公司、南通金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启东
市吕四港镇人民政府、启东市申海水产有限公
司、南通千鹤食品有限公司、启东市好品味食品

有限公司、启东市吕四港镇旺达鱼粉厂
5月21日 12:30~17:30 10kV国启线1号

环网柜113开关后段线路停电停电范围:无
5月 21日 12:30~17:30 10kV艾力线停

电停电范围:江苏艾力斯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5 月 22 日 7:00~14:00 10kV 丰直线#

206D138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
无

5 月 22 日 7:00~14:00 10kV 合丰线#
2142002-20杆分段开关至#2142002-89杆
分段开关及支线（#2142002-28+1杆分段开
关后段线路除外）停电 停电范围:保卫村、乐庭
村、志乐村、#2142002-55+1杆（专变）

5 月 22 日 7:30~8:00 10kV 圩南圩东
204B/227J 联 络 开 关 停 电 停 电 范 围:#
227J141+2杆（专变）

5 月 22 日 8:00~11:58 10kV 圩南线#
204B114+1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范
围:圩角菜场

5 月 22 日 8:00~11:58 10kV 圩东线#
227J140杆至10kV圩南圩东204B/227J联
络开关（#227J140杆跳线已断开）停电停电范
围:#227J141+2杆（专变）

5月22日 12:00~12:30 10kV圩南圩东
204B/227J 联 络 开 关 停 电 停 电 范 围:#
227J141+2杆（专变）

5月22日 7:00~14:00 20kV洪上Ⅰ线川
洪变侧至#2249003杆分段开关及支线停电停
电范围:联合环境水务(启东)有限公司

5 月 22日 7:00~14:00 10kV园南线（#
2243001+2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除外）停电停
电范围:启东韶远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东进电子
材料(启东)有限公司

5 月 22 日 7:00~14:00 10kV 灯杆线#
224E022-22-25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南通世纪之花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江
苏欣捷衬布有限公司、江苏双鸥纺织印染有限公
司、江苏苏博印染有限公司、启东千帆印染有限
公司、兴达日化有限公司、南通协鑫热熔胶有限
公司、启东九丰天然气有限公司

5 月 23 日 7:00~12:00 10kV 丰直线#

206D171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
无

5 月 23 日 7:00~12:00 10kV 少直线#
2143035杆分路开关支接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
永兴村、英雄村、少直菜场、少直医院、少直镇西、
昌荣村、少直镇东、东公用、新河村、镇东、少直镇
东、启东市交通运输局、启东市南阳镇人民政府、
启东市耀宸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启东市富利来棉
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启东市富诩工艺品有限公
司、启东市益企胶木电器有限公司、启东康联制
针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启东分公
司、启东市威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143035+
71-01杆（专变）、#2143035+71-02杆（专变）

5 月 23 日 7:00~11:30 10kV 新沙线#
2166140-8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范
围:大洋村、启东市吕四港镇人民政府、启东市水
利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
所、江苏省吕四海洋经济开发区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启东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5月23日 7:00~10:58 10kV丰南线8号
环网柜至#2044097杆分段开关及支线（丰南
线#2044086-1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除外）停
电 停电范围:惠丰工业园区东、惠丰工业园区
西、头兴村、启东市城市排水管理处、启东市市政
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张小高、港东路垃圾中转站、
启东市城河彩印厂、启东市神迪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启东市富强橡塑制品厂、启东市凯晨铸造厂、
启东市乐达纺织品有限公司、#2044096-4杆
（专变）

5月23日 7:00~10:58 10kV丰东线8号
环网柜至#2043097杆分段开关及支线（丰东
线#2043093+14杆分路开关支接线路除外）停
电 停电范围:启东市市政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管
理处、启东市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5 月 24 日 7:00~15:00 10kV 东海线#
2183057+18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停电范
围:戴祥村、星宏村、陈氏润滑配件有限公司、油
漆厂

5 月 24 日 7:00~10:55 10kV 寅南线#
2303067-2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范
围:启东市圆陀角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连兴

港、连兴港村、启东市连兴港水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海监江苏省总队直属支队、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启东市连兴
港水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启东市玉龙寺、中国
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启东分公司、南通市龙大饲料
有限公司

5 月 24 日 7:00~11:30 10kV 豪门线#
2233511-7杆分路开关支接线路停电 停电范
围:无

5 月 25 日 7:30~15:30 10kV 圩东线#
227J139-5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范
围:兴强村、大洪村、圩角棉纤厂、启东市神峰阀
门厂、江苏风神空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启东市
联通测功器有限公司、启东中天液压设备有限公
司、南通天奇乐服饰有限公司、启东永顺装璜工
程有限公司

5 月 25 日 6:30~10:25 10kV 新沙线#
2166150+1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范
围:大洋村、吕丰村、启东市吕四兴忠冷冻厂、启
东市集友水产冷冻加工有限责任公司、启东市方
圆水产行、启东市海神网具织造厂、启东市华强
渔船尾轴维修部、启东市富洋水产有限公司、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南通启东石油分
公司、启东市大洋港龙海水产品加工、启东市源
长制冰有限责任公司、启东市海春水产品有限公
司、#2173150+32+6杆（专变）

5 月 26 日 7:30~15:30 10kV 通兴线#
2173067+50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
范围:四村村、洋章村、南星桥南、中交一公局桥
隧工程有限公司

5月27日 7:00~13:00 10kV长龙三村开
闭所：出线1 132开关至5号公变环网柜51开
关及支线停电停电范围:长龙三村

5 月 27 日 7:00~8:00 10kV 丰南线#
2044158杆分段开关停电停电范围:鹤群村、启
东绿江南农业生态有限公司

5 月 27 日 11:00~12:00 10kV 丰南线#
2044158杆分段开关停电停电范围:鹤群村、启
东绿江南农业生态有限公司

5 月 28 日 7:00~15:00 10kV 新安线#
202C149-37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

范围:丰利村
5 月 29 日 4:00~18:00 10kV 环北线#

2013023+4+1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停电
范围:紫薇一村

5月29日 7:00~13:00 10kV郊东线1号
环网柜112开关至3号环网柜131开关及支线
停电停电范围:启微半导体厂

5 月 30 日 7:00~15:00 10kV 鸿西线#
2129018-1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范
围:大同路口、启东市惠萍镇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海鸿村农民集中居住区、启东三信服装辅料有限
公司、南通阳升无纺织物有限公司、启东市南方润
滑液压设备有限公司、启东南方工业炉有限公司、
江苏南方润滑股份有限公司、启东市宾丽工艺品
有限公司、启东市恒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南通义
利达机电制造有限公司、启东市宏利农产品销售
专业合作社、启东市聚旺铸造有限公司、海鸿村、
鸿西村、启东市方正副食品有限公司、南进村、启
东市诚博制衣厂、南通鼎峰钢结构有限公司

5 月 30 日 7:00~13:00 10kV 丰东线#
2043501杆分段开关至10号环网柜121开关
及支线停电 停电范围:启东市政园林绿化工程
建设管理处

5月 30日 7:30~15:30 10kV家禄线#
2106121杆分段开关至#2106155杆分段开关
及支接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五圩村、启东市龙豪
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启东市东元针织厂

5 月 31 日 7:00~15:00 10kV 合乡线#
2113007 + 13 杆 分 段 开 关 后 段 线 路（#
2113007+25+12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除外）停
电 停电范围:曹西村，居仁村，周云村，杨同村，
富南村、南通恒伟纺织有限公司，#2113007+26
杆（专变）

5 月 31 日 7:00~16:00 10kV 启校线#
209J040杆分路开关支接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
海洪新村

5月27日 7:00~12:00 10kV锦绣华庭开
闭所157开关后段线路停电停电范围:锦绣华庭

5月27日 12:30~17:30 10kV锦绣华庭
开闭所158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锦绣
华庭

启东市供电公司2019年5月下旬计划停电通知

开发区城管强力控违拆违
本报讯 近日，启东经济开发区城管

执法中队在巡查时发现汇金原香15号楼
一住户在平台上违建砖混结构建筑物，执
法人员立即联系违建当事人，宣传控违拆
违法规，严肃指出未经规划审批的建筑系
违法建筑，抢建无效。

执法人员对违建当事人进行了说理
教育，当事人在认识到错误后，自行拆除
并清理了建筑垃圾。 （施娟）

启东海关发出首份出口
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证明

食品生产企业
出口更加便捷
本报讯 日前，启东米歌酒庄有限公司申请出

口黄酒的备案经启东海关审核，已经正式受理，并
经启东海关评审、审核、审批后正式发放。这是启
东海关发出的首份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证明。

按照新海关机构改革业务融合的要求，我市辖
区内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的出口备案工作从2019年4
月1日起统一由启东海关受理并组织审核、审批，此
举为我市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的出口提供了更加便捷
的通道。

米歌酒庄项目由著名的大富豪啤酒品牌创始人
及“中国酿酒大师”等为主要投资人投资兴建，致力
于打造集现代化黄酒酿造及品评、工业旅游于一体
的综合性黄酒庄园。 （钱爱仁 施东华 陈凯）

文汇新村举办好书共享活动
本报讯 日前，文汇新村社区以新时

代文明实践建设为契机，助力全民读书
节，举办“好书共享 墨香流溢”活动。

社区邀请爱书人与居民互动交流，书
法爱好者陆蔚彬与党员志愿者张介龙挥毫
泼墨，进行书法创作，现场解答大家在书法
练习中遇到的问题。不少居民还用闲置书
籍换取了精美对联。 （陈春华 蔡樱子）

紫薇二村开展护苗专项行动
本报讯 近日，紫薇二村党总支协同

社区关工委来到辖区紫薇小学，开展“护
苗”专项行动。

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组织师生观
看《拒绝网络欺凌》《防止网络诈骗》等电
教片，引导关注“绿书签”公众号，发放“绿
书签”，营造绿色阅读氛围。 （陈柳清）

郭中良郭中良（（右一右一））向客户介绍苗木基地情况向客户介绍苗木基地情况。。郁卫兵摄郁卫兵摄

5月11日上午，汇龙镇临江村第六届农民运动会拉开序幕。村民们在拔河、中国象
棋、套环、剥蚕豆等10多个比赛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大汗淋漓后迎来了精神生活的

“大丰收”。图为村民在进行剥蚕豆比赛。 姜雨蒙摄

农民运动会农民运动会
精神大丰收精神大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