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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26日（正月十五），
位于圆陀角旅游度假区的渔人码头正
式向市民开放。作为圆陀角旅游度假
区七大名片之一，渔人码头不仅拥有
美轮美奂的建筑和浪漫怡人的风景，
还集餐饮、酒店、民宿、亲子娱乐为一
体，营造出浓厚的异域风情，吸引了众
多市民前来游玩“打卡”。

“渔人码头”的概念源于欧美，演
绎着欧陆怀旧式的风情。汇聚了欧美
建筑灵魂的渔人码头坐落于圆陀角旅
游度假区江枫路，街区全长1.1公里，
西式风情与现代气息相互呼应。

在江枫路渔人码头商业街南侧，
远远就看到一个大球体，铝镁合金球
形外观科技感十足，让人忍不住想进
入这个奇妙的球体世界。据景区工作
人员介绍，该球形建筑是360极限飞
球，又称球幕影院。进入球幕影院，可
以看到银幕大而清晰，伴有立体声环
音，通过裸眼3D、动感座椅、180度视
角，极大地增加了“沉浸式”体验，在穹
顶大荧幕的引领下飞越高山、腾空穿
云、悬崖速降，自由翱翔天际，感受身
临其境的心跳体验，着实惊险刺激。

据悉，360极限飞球是渔人码头
文化体验中心的核心项目，占地约
500平方米，场内容纳60个座位，影
片时长8~10分钟。影院使用12台高
清投影仪拼接放映，超8K的超高清分
辨率是目前观众视野最大的一种影院
载体，水平放映角可达180度，垂直放
映角可达128度，15米超大球幕包裹
带给观众飞越地平线的炫酷体验，是
南通首家360°球幕放映厅。

勇敢的巴克队长、热爱冒险的呱
唧、博学多识的谢灵通、达西西、章
教授、突突兔……叱咤全球的《海底
小纵队》可谓是圈粉无数的动画片。
圆陀角旅游度假区把《海底小纵队》
动画片中的原场景“搬”进渔人码
头，海底小纵队官方主题乐园总面积
达5000多平方米，共有三层楼可容
纳600多人，孩子们可以和超cool
的巴克船长一起来一次深海奇幻探险
之旅。

主题乐园为契合动画片场景，整
体以蓝色为主调，清爽温馨。室内外分
区布景，室内为海底小纵队乐园，1至
3层由低到高分别设置了海底、海中、
海面场景。鱼群乐园、鲸鲨网兜、动感

蹦床、惊涛骇浪大网兜、投弹虫海洋球池……给小朋友们带来沉
浸式体验，每一个场景都蕴藏着不同的海洋“秘密”，等待着孩子
们去发现。

室外为东海大冒险乐园，以滨海场景为主。火山攀岩、海草
迷宫、大鱼网兜、带鱼网桥、章鱼滑梯、沙坑乐园、水母观景台
……每一处都暗藏玄机、奇趣无穷，陪同孩子的爸爸妈妈也可以
在这里狂欢嬉戏，一秒回到童年。

此外海底小纵队官方主题乐园还设立低幼儿童专区，满足
不同年龄层小朋友的玩乐需求。

据悉，渔人码头项目于2017年3月开工建设，如今主体工程
已完工，街区景观提升工程仍在火热进行中。渔人码头“360极限
飞球”（球幕影院）和海底小纵队乐园已具备试营业条件，并于正
月十五向市民开放。3月中旬，海上明月、珍食汇等本地美食品牌
也将陆续开业。不久的将来，渔人码头将呈现湛蓝的海水、休憩的
渔船与热闹的餐厅、惬意的民宿相互交融的美景，城
市与大海相伴相生，成为我市又一娱乐新地标。

（融媒体记者 龚圣云 施盛夏 袁竞 汤钦云
滕奇偲〈实习〉高裕陶〈实习〉） （扫码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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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记者 钱伶俐 袁竞
汤钦云 高裕陶（实习）

元宵佳节，一盏盏可爱的兔子灯
成了孩子们最好的玩伴。在民间，兔子
被视为吉祥之物，兔子灯所到之处也
就意味着把吉祥和好运送到那儿。这
些天，陈泉忙着制作精美的传统手工
兔子灯，这些兔子灯凝结了他全部的
心血，也寄托了他最美好的祝福。

小小兔子灯 寄寓“福禄寿”
用白色包装绳代替竹子圈出四个

大小不同的圆圈，再弯一双长长的耳
朵，然后搭出小兔子的轮廓，陈泉娴熟
地撕下一段段等长的胶带，固定好了

兔子灯的身体和头部，每一个步骤都
小心翼翼、细之又细。“不同部位的

胶带缠绕法不尽相同，既要结实，
还要美观……”陈泉向记者介
绍。

粘布、贴金边、装轮子、
剪眉眼……陈泉制作兔子
灯颇费心思，还蕴藏着特殊
的寓意：兔子的双耳贴上了
金色古文字“福”，尾巴上贴
着“寿”，红色的大鼻子特意做

成了葫芦的形状，与“禄”谐音，
共同串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福禄

寿”的美好祝福。这些古文字都是陈泉
精心找寻到后一个个剪下来的，“希望
这些吉兔能带给人们好运”，这也是他
最质朴的祝福。

元宵前夕，不少人通过微信朋友
圈慕名找到陈泉购买手工兔子灯，订
购的数量数十个。为了能准时将一盏
盏精美的兔子灯做好交到客户手中，
陈泉开启了“加班加点”模式，每天从
早上七点一直忙到晚上八九点，一站
就是十几个小时。在一旁帮忙打下手
的母亲看着儿子辛苦的样子，心疼得
直掉眼泪……

点亮一盏灯 照亮人生路
剪裁、捆扎、成型，完整制作一盏

兔子灯需要花费整整半天的时间。上
午10点，已经站立了近3个小时的陈

泉稍稍活动了一下双脚，脊背僵直、酸
痛得厉害。

陈泉是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身体
依靠双拐支撑，无法弯腰坐下，背脊就
像一块钢板直直挺立，站得久了连支
撑双拐的胳肢窝都疼得难以忍受。母
亲劝他别太累了，他却笑着安慰母亲，

“我不怕辛苦，反而觉得我的人生有了
意义，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有价值的
人。”

18岁时被确诊患上强直性脊柱
炎，因为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陈泉在
最好的年华里丧失了健康和自由。之
后的20多年里，他闭门不出、郁郁寡
欢，疾病夺走了他健康的身体，也夺去
了生活中所有的快乐。直到2019年8
月，42岁的陈泉在市残联的帮助下参
加了省残联开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秦淮灯彩培训班，整整21天，每天
10个小时的课程，陈泉咬着牙坚持学
会了兔子灯、荷花灯等各种花灯的制
作。

在市残联工作人员和社会爱心人
士的帮助下，陈泉通过制作各种精美
的花灯有了收入，尽管微薄，但灰暗的
人生从此被逐渐点亮。

传承非遗文化 回馈社会关爱
今年的元宵夜，陈泉参加了由市

肢残协会和亲子沟通营联合举办的
“正月十五闹元宵”活动，给孩子们讲

述非遗传承，手把手教他们如何制作
一盏好看的传统兔子灯。

类似的非遗传承活动陈泉已经参
加了近十次。他清楚地记得，在去年10
月的一次活动结束后，一名小女孩跑
了过来希望和陈泉合影，他愣住了，内
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击了一下。

“刚得这个病时，小孩子看到我的样子
都会不自觉地绕道行走，自己也陷入了
深深的自卑”，他没想到如今会有孩子
主动跑来与自己合影，并且真诚地感谢
他教会了孩子们制作兔子灯。陈泉哽咽
了，“更应该说感谢的是我，感谢孩子们
让我重新认识了人生的价值，也让我有
了努力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2019年至今，陈泉走进校园、单
位、社区、村委会等教学兔子灯、花灯
的制作，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承；他向人们讲述自己苦难的人生，鼓
舞他人直面生活的困难；他教会其他
残疾人学习兔子灯的制作方法，帮助
他们自食其力。

“陈泉变了，变得自信和快乐了，
变得阳光和积极了，这是最让我开心
的。”中国好人、市肢残协会主任苏晓
琳一路帮助并见证着陈泉的成长和改
变，她由衷地感慨道，“残疾
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用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
梦想！” （扫码看更多）

元宵前夕，患强直性脊柱炎的陈泉手工制作兔子灯，为他人送去祝福，
给自己带来勇气与希望——

巧手点亮灰暗人生

融媒体记者 高雅 卢靓

2月25日下午，在惠萍镇南清河
村，村民管永生卖力地将一根根甘蔗
砍成三段，一旁的网格员和惠萍镇商
会的工作人员则将砍好的甘蔗码齐捆
扎好。虽是阴雨绵绵，寒意袭人，但大
家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今年71岁的管永生，家住惠萍镇
南清河村11组，妻子杨卫群患尿毒症

已有11年，需常年透析治疗，全家仅靠
管永生务农维持生计。

最近地里种植的青皮甘蔗成熟
了，然而苦于没有销售渠道，也无法
在路边售卖，零售出一些后，还剩下
280根甘蔗滞销，管永生心急如焚。
走投无路之下，他写下一封求助信，
向惠萍镇镇政府介绍自己的情况，希
望政府部门批准他在路边售卖。镇政
府获悉后，立刻向村里核实了管永生

的基本情况后，当即拍板帮助他销售
所有的甘蔗。听到这个消息，管永生
红了眼眶，激动地说：“我写求助信，
只是希望能获准在路边售卖，没想到
镇政府直接答应帮我销售甘蔗，真是
太感谢了。”

随后惠萍镇镇政府联系了惠萍镇
商会，惠萍镇商会在商会群里组织会员
认购甘蔗，大家一呼百应，没一会儿这
批甘蔗就被认购一空。商会成员商定，

于2月25日由商会常务会长、秘书长李
卫卫带领工作人员将甘蔗运回。对于此
次收购困难群众滞销的甘蔗，李卫卫表
示，商会的宗旨是共建平台、奉献爱心，
了解了此事后全体商会成员都积极参
与，解决困难群众的燃眉之急。

当李卫卫将甘蔗的钱款和商会额
外捐助的钱交到管永生夫妇手中时，
夫妻俩默默拭去泪水，感激之情溢于
言表。

惠萍镇南清河村村民管永生因甘蔗滞销，向镇政府写信求助，惠萍镇商会获悉
后，将280根甘蔗悉数收购——

一封求助信引发的甜蜜帮扶

老人如厕摔倒
租客匿名救助

本报讯 2月24日上午，海工船舶工业园白港村村民陆亚
芳专程来到寰宇东方启东箱厂，将写有“危难之时伸援手 热情
助人千秋颂”的锦旗和感谢信送给该企业员工李永兴，以感谢他
对其母亲的救助。

据悉，1月11日下午2点半左右，白港村八组村民陆亚芳的
老母亲在上厕所时不慎摔倒在地，租住在附近的李永兴听到老
人呼救后急忙赶来，发现老人无法动弹，李永兴便将老人抱回家
中，并询问她的身体状况，待老人家属和邻居赶到后，李永兴默
默离开。事后，李永兴未将此事告知他人，一如往常地上下班。

老人被送到医院后确诊为粉碎性骨折，经过一段时间的治
疗，老人得以康复出院。为答谢好心人，老人家属四处打听后，才
知道此人就是邻居的租客李永兴。

“我找了你一个多月，感谢你在我母亲危难之时伸出援手，如果
没有你的救助，后果不堪设想，你是我们全家的恩人。”陆亚芳激动地
说。李永兴摆了摆手道：“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管是谁遇到这种情况都
会伸出援助之手。” （融媒体记者 钱爱仁 通讯员 刘玉华）

2月27日上午，从启东汽车客
运站开往南京江宁校区和仙林校
区的“校园直通车”发班。据悉，根
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共青团启东
市委、市交通运输局和南通汽运集
团启东飞鹤分公司针对省内高校
学生开学时间延迟和学生返校需
求情况，开通“点对点学生返校定
制包车服务”，自2月27日起，共安
排 8 辆客车点对点护送高校学子
安全返校。

融媒体记者 姜雨蒙 通讯
员 陶婷婷摄

家门直达
校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