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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报 读 懂 如 皋

初夏时节，皋城的大街小巷，处
处芳草如茵，花团锦簇，引得无数市
民流连忘返。

许多人喜欢把绿比作城市的灵
魂，也有人把绿比喻成城市的眼睛。
基于这样的考量，没有一座城市愿意
停止或者放慢绿化的步子。我市坚持
把绿化作为建设高质量宜居城市的重
要内容，持续逐绿而行，不断扩大绿
化面积，打造精品景观，提升绿化品
位，努力打造更具活力、充满生机的
魅力之城。

眼下，宝塔河东延景观工程现场
呈现出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该工程
是宝塔河生态修复整体工程的最东段
一部分。“长期以来因多种原因，河
道堵塞，水质严重污染，水体黑臭，
严重影响市民生活。”市园林处主任

孙平介绍说，我市积极响应百姓呼
声，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其列入
市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实施生态修
复，切实提高广大市民的生活质量。
项目实施按海绵城市建设的要求，综
合运用物理、生物和生态等手段进行
修复，实现勾连贯通城市水系，完善
周边道路雨污管网，提高城市防洪排
涝能力，塑造城市综合生态景观，为
市民提供一个休闲、娱乐、健身的开
放式公园绿地。孙平介绍说，该项目
的实施将进一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彰显我市“因水而生”“因水而兴”

“因水而灵”的城市特质。
“通过建设绿道、驿站、公厕、广

场、风雨廊、停车场等配套设施，打造
集健身休闲、园林景观于一体的精品

生态绿廊。”在市园林处能工巧匠的精
心“绘制”下，一幅滨溪路生态美景正
在形成。滨溪路景观绿化工程位于如
泰运河南侧、滨溪路北侧，西起万寿
路，东至新民路段，毗邻文峰城市广
场、翠湖苑、东郡丽水等小区，全长
约370米，总面积近3万平方米。孙
平告诉记者，该地块原先用于如泰运
河的航道船运及工厂码头，随着城市
发展的需要，原先用途已不适应如皋
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品牌，因此从

“做优城市、做好民生”的角度考
虑，我市决定改建为生态绿廊，以此
提升城市的生态风貌。该项目绿道设
计为 1.5 米宽人行道加 2 米宽慢行
道，共3.5米宽，能够同时满足骑行
和步行的需求；计划新建20个大型
停车位，缓解水绘园大型客车停车难

问题；绿化选用如皋本土、易于养护
管理的树种，通过地被、灌木、林带、树
阵等多个层次的组合，形成蜿蜒曲折
的林缘线、连绵起伏的林冠线以及流
畅动感的绿色空间，展示各具特色的
城市界面，营造出“春花夏荫秋叶冬
形”的四季景观效果。孙平介绍说，该
项目的实施不仅为周边居民新添了休
闲的场所，还增添了城市新的绿化亮
点，放大如皋花木之乡的效应。

据了解，除了一批新项目的实
施，我市还将抓紧接转工程的推进，
强化原有生态景观的维护，以此提升
城市绿化系统，进一步优化城市生态
环境，为创建生态园林城市打造坚实
基础，为市民营造舒适、优美、靓丽
的城市环境。

□融媒体记者顾忠兵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顾忠兵 通
讯员冒爱锋）日前，记者从市民政局
获悉，我市从“互联网+大养老”发
展思路出发，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快
速建立其服务提供者、家人、社会、
政府与老年人的联系，利用信息平台
整合义工志愿者、医疗卫生、社团组
织、周边服务商户等社会资源，为老
人打造没有围墙的贴心养老院。截至
目前，已服务老人85589人，服务总
时长280744.5小时。

我市通过推广互联网+”智慧居
家养老服务，使得线上、线下互补，
服务速度更快捷。线上融合“互联
网+”全新理念，为老人安装智能养
老终端，与市级呼叫服务中心连接，
同时设立24小时服务热线、官方网
站、安康通APP，以直属专业服务
团队为主体，以优秀加盟服务商为补
充，形成全时段、全方位、立体化的

智慧养老服务圈。线下提供上门计时
计费服务，政府保障对象的服务费由
市财政承担，主要提供“九助”服务，即
助餐、助浴、助洁、助安、助急、助行、助
医、助乐、助学。家住搬经镇的82岁老
人陈贵兰，4月底通过终端呼叫提出

“温度渐暖已有蚊子，需要帮忙安装蚊
帐”，运营商立即安排人员上门安装，
顺带还将老人的被子、棉衣等进行了
洗晒。实现自费、公费兼顾，服务覆
盖更广泛。主要分为政府保障对象和
社会自费老人两大类，政府保障的9
大类服务对象共计4472人，其中70
周岁以上低保重残对象，享受每月免
费服务10小时，其余对象享受每月
免费服务3小时。社会自费老人，每
小时服务费20元，为了鼓励社会老
人参与，运营商购买以色列先进设
备，提供免费上门体检服务，并现场
连线专业医师提供远程医疗建议。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陈嘉仪）记
者近日获悉，从3月初我市启动“微
笑之城 大爱如皋”志愿接力马拉松
文明实践活动以来，中小学生、企事
业单位、新社会组织纷纷接力，累计
超过25棒，开展志愿服务活动1100
余场，服务群众超过10万人。

3月下旬，国网如皋供电公司如
城供电所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挂牌，
在原有服务的基础上，以各个供电
所为基础，创新打造“爱如电”品
牌特色文明实践点，以一个台区为
一个服务网格，对接辖区内的困难
群体，开展志愿活动。一季度，绿

色科普协会的志愿者们自发深入全
市广大农村，开展水体检测活动，
先后对长江、通扬运河、如海河、
如泰运河等河道开展巡查守护105
次，被市民亲切地称为“民间河
长”。在开展市民文明实践活动的同
时，我市还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进
校园、进社区，走近未成年人，88
所学校5000多名老师、8万多名中
小学生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满天
星”行动。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
群众由被服务者转变为服务者，更
多的社会力量从认识到认同，主动
参与进来，成为文明实践的一分子。

全民接力
文明实践不断线

如皋：逐绿而行 因绿而兴

我市“互联网+”智慧居家
养老服务总时长超28万小时

夏日来临，经济技术
开发区农田里处处可见绿
意葱葱的景象，宛如一块
块错落有致的绿色调画布
镶嵌在大地上，让人心旷
神怡。

□融媒体记者邱宇文
通 讯 员徐慧摄

田野绿景美如画田野绿景美如画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徐成） 昨
日，2019年如皋市企业董事长资本
运作专题培训班开班典礼在上海财经
大学举办，旨在深入推进我市企业上
市工作，促进更多企业利用资本市场
直接融资，不断做大做强做优企业，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丁
兴华、副市长吕兰参加活动。

丁兴华在开班典礼上讲话。他指
出，参加培训的各企业家、各镇
（区、街道）相关负责人要通过此次
培训，在学习中拓宽视野，在研究中
加深认知，激发新的动能。要充分认
识到，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基
础，深刻认识资本市场的战略支撑作
用，深刻把握资本市场发展面临的难
得历史机遇。他强调，要在实践中坚

定信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如皋
企业推进上市挂牌融资的战略机遇
期，在这个背景下，有意愿、有条
件、有基础的企业要抓住资本运作的

“金钥匙”，通过上市挂牌直接融资，
开辟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绿色通
道”。要把接轨资本市场当作战略转
型的“二次创业”，一步一个脚印地
坚定走下去，决不能搞“中场休息”
和“技术暂停”。他希望各位“学
子”要做到学有所获、学有所成，确
保不虚此行。5家国有企业要发挥自
身优势，积极走在推进企业上市的前
列。各镇（区、街道）相关负责人要
利用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进一步充
实理论知识，提高服务企业上市挂牌
的水平。

如皋企业家赴沪“充电”

我市一高龄产妇产后大出血达13000毫升！10多名医护人员抢救8
小时，血站7小时内先后送血6趟，产妇终于转危为安——

爱心创造生命奇迹

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如皋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如皋

图为医生询问熊女士身体情况图为医生询问熊女士身体情况。。 □□融媒体记者融媒体记者邱宇邱宇摄摄

“多亏了各位医生还有好心人的帮
助，让我能够活下来，陪伴宝宝成长，谢
谢！”昨日下午4时，身体还有点虚弱的
熊女士，精神状况已经明显好转，对医
护人员高超的救治技术连声道谢。

生孩子像走“鬼门关”，这句话用在
熊女士身上一点也没错，因为产后大出
血，她差点没了命，好在市人民医院的
医护人员一直坚持抢救8个小时，终于
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医护人员与死神殊死搏斗医护人员与死神殊死搏斗

“熊女士是一名高龄产妇，术前检
查就已经确诊为前置胎盘，这是一种比
较凶险的疾病，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很多
救治前置胎盘的经验，而且术前已经多
次讨论，做好了应急预案，但是手术的
过程仍然是惊心动魄。”提起14日产妇

的抢救经历，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石国平
的心情仍不能平静。

据石国平介绍，手术中打开子宫发
现熊女士情况比预想的严重很多，主要
是大面积胎盘嵌入子宫，且植入原剖宫
产疤痕部位，医学上称之为“凶险性前
置胎盘”，在胎盘与子宫剥离时出血如
泉涌，出血量瞬间达几千毫升。“前期，
我们也曾建议产妇家属选择到上一级
医院生产，但是家属执意要在这里。”石
国平说，“这是对我们的信任，对我们来
说意味着责任和压力。”

市人民医院医务科副科长乐礼祥全
程参与了熊女士的抢救过程。他告诉记
者，熊女士的手术从14日上午9点开始，
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多。8小时中，医务科
组织妇产科、血液科、ICU、手术室等医护
人员10余人持续工作。由于大量出血引
起患者凝血功能障碍，在没有明显出血

的情况下，患者手术创面出现大量渗血，
为了帮助产妇止血，手术医生轮流用手
按压创面，采用压迫止血方式，持续近3
个小时。“时间太紧迫，再加上高度紧张，
整8个小时我没有吃饭，其余的医护人员
也是轮流交替着吃了一点点。”

到14日下午5点半，熊女士血压稳
定、尿量正常，转入到ICU进行观察治
疗，所有的医护人员长舒一口气，瘫坐
到地上。

石国平表示，在抢救熊女士的过程
中，体现了“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可
贵精神，医务科、妇产科、ICU、血液科
及血库通力合作，成功挽救了这位危急
重症孕产妇的生命。

她的身体流着她的身体流着8787个人的血个人的血

“14日上午10时26分，我们接到

了市人民医院输血科的用血申请电
话，由于产妇出血量大，整个一天共
送去了6趟‘救命血’，其中一趟还是
去南通血站取血的。”市血站站长祁家
军告诉记者，孕产妇大出血不是第一
例，但是需要用到这么多血量，还是
特别罕见的。

此次孕产妇大出血，市血站立即启
动了应急预案，在调配血液给市人民医
院的过程中，全力确保产妇的用血需
要。祁家军给记者举例，血小板的有效
期只有5天，而且从申请到用血都是在
一个星期左右时间。此次熊女士的血小
板用血需求，他们特事特办，安排驾驶
员一个多小时就从南通血站取回了血
小板。

上午11时，市血站供血服务科科长
许金银主动把产妇所需的冷沉淀凝血因
子、红细胞等送到了市人民医院输血科，

并与工作人员保持了密切联系。
当天抢救中，熊女士共输入了87

袋血，分别为悬浮少白细胞红细胞23
袋、冰冻血浆23袋、机采血小板2袋、
冷沉淀凝血因子39袋。“根据熊女士
的体重，她全身血量大约5000毫升，
抢救输的血，相当于把她整个身体的
血液全换了两遍还要多。”许金银告

诉记者。
爱心创造了生命奇迹。据市人民

医院ICU主任吴迪春介绍，经过术后
进一步治疗，目前熊女士的生命体征
稳定，其他状况良好，择日将转入普通
病房。

□融媒体记者丁宏波 金潇
通 讯 员赵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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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烟雨江南，竹海游
罢，又于蒿山“农家乐”尝了一顿

“春笋宴”。春鲜中，除了当令的塘
鳢鱼、明前螺之外，便是春笋小炒
肉、春笋炖猪肚、春笋炒雪菜、春
笋烩地三鲜、豌豆笋丁，更有心仪
的“腌笃鲜”……啖肉食膻，以春
笋做伴，味道鲜美，清雅隽永，不
亦乐乎！夜雨灯下，又读梁实秋
《雅舍谈吃》中的一篇《笋》，岂不
应了那句“人间有味是清欢”？

诚然如梁先生所言：“我们中
国人好吃竹笋。《诗大雅·韩奕》：

‘其簌维何，维笋及蒲。’可见自古
以来，就视竹笋为上好的蔬菜。”
笋固然好吃。不过小时候，家里却
不让多食，特别是那壮硕的毛竹
笋。至多过年时，妈妈以冬笋切
丝，烹饪姜丝肉等；逢春，偶以嫩
竹笋炒鸡蛋而已。无他，盖在于彼
时腹中枯燥，不能多吃这刮油的春
笋。然正因如此，越是想吃而不

得，越发留意食笋的种种物事。长
大了，读及林洪《山家清供》中的

“傍林鲜”，袁枚《随园食单》中的
“笋煨火肉”，还有李渔 《闲情偶
寄》 中的一通啖笋高论，令人垂
涎。三者相较，我尤其叹服吾乡

“老前辈”李渔。他不愧是个美食
家，不单将笋上升到“蔬食第一
品”的高度，而且道出了个中诀
窍：“素宜白水，荤用肥猪”，因

“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此
类是也。”继而又说：“凡食中无论
荤素，皆用竹调味，菜中之笋与药
中之甘草，同是必要之物，有此则
诸味皆鲜。”

春笋素淡至鲜，无疑做“腌笃
鲜”最适合不过了。这道江南美
味，我最初还是三十年前在无锡实
习时，初春于宜兴尝到的。许是人
生初见，犹记其“汤头”之好。汤
色奶白，底味咸鲜，咸肉的浓醇，
与鲜肉的甘腴，使得笋香极了。而

笋的青涩，又中和了肉的腻口。于
是乎，肉的浓烈甘美与笋的清新微
甜两相交融，妙不可言。这时，笋
比肉好吃多了，“鲜得眉毛都要
掉”。临行，意犹未尽，一问，原
来汤头的食材，是用一半腌咸肉、
一半新鲜的蹄髈肉和一点火腿，以
文火熬上两个多钟头。原来，“腌
笃鲜”顾名思义，就是在慢悠悠的

“笃”后，才会得“鲜”。也从那时
起，好上了这一口，这道菜传入吾
家矣。

说到“酸笋”，其为南方风
物，著名的柳州螺蛳粉散发的独
特味道即来自酸笋。这酸笋，发
酵过的，醒鼻开胃，酸中含鲜，
让爱者恒爱，不喜者闻之却步。
想来，它的际遇，一如人们对付

“豆汁”、“臭豆腐”之属吧。此
外，还有种苦笋，对其也是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东坡居士就不
排斥苦笋，有句云：“久抛松菊犹

细事，苦笋江豚那忍说？”黄鲁直
曾调侃他：“公如端为苦笋归，明
日春衫诚可脱。”言，为了吃苦
笋，连官都可以不当了哈。当
然，还有书 《苦笋帖》 的怀素，
作 《苦笋赋》 的黄庭坚，想必都
是嗜好苦笋的吃主儿。

俗话说“各人各口味”。汪曾
祺先生在《口味》中说：“有些东
西，自己尽可不吃，但不要反对
旁人吃；不要以为自己不吃的东
西，谁吃就是岂有此理；一个人
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
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
物如此，对文化也该如此。”思
之，深以为然。

翌日晨起，远望山光岚影，出
门沿竹林小径散步，翠竹掩映的坡
地，雨后春笋纤纤长长，仿佛还听
到它们拔节的声音，抑不住的回味
良久。想来，莫负春光，莫忘春笋
啊。

蕊嘉君：
暮春花开时，有英伦之行，陪同老

母、小儿观赏殊方名胜。说起跋山涉
水，不禁想起日本诗人松尾芭蕉传奇的
一生：人生即旅行，旅行即人生。旅行
与人生的确相似，往往出乎意料，正如
农人耕地须看天色，天色又如女人的脸
色，说变就变，谁能预测得一清二楚
呢？

4月15日4点，家人和我已经匆匆
起床，整装待发，预计从如皋乘车出
发，经崇启大桥，在4小时内到达上海
浦东机场，飞往伦敦。我对伦敦最初的
印象源自狄更斯的名著《雾都孤儿》。
中国当然也有雾都，那是重庆。不料当
晚的如皋，也成雾城。半夜三更，大雾
如同盗贼，突如其来。悄悄的雾纱，白
茫茫的一片又一片，就像一张大网撒满
地上，漶漫了眼前的世界。出行的同
人，无不担忧起来。传来坏消息，如皋
境内的高速路口全部被封。领队自然是
最着急的。全团20多人,如果集体误
机，损失惨重，不言而喻。另有两位南
通游客约定在南通北的高速路口等我
们，他们怎么办？领队是老手，一边安
慰大家，一边请司机按时出发。大巴被
大雾吞噬，只能徐徐前行。平日到达高
速路口，只需20分钟，这次开了足足
一小时。领队一路闲不下来，他电话不
离口，先是联系机场、友人，询问何时
开放高速路口，又忙不迭地联系南通的
两位散客。

在丁堰高速路口，早有五六辆小汽
车停在前方。我们的大巴只好绕过它

们，进入ETC 路口等待。我们在车上
说说笑笑，等待黎明的到来。领队一人
不停地在和收费站的工作人员沟通。随
着雾气略有下降，又有感我们赶的是国
际航班，收费站给予放行。大巴一路北
上，到了南通北路口，却未遇到外地游
客。原来南通也封路，小车送他俩到路
口，他俩走上高速，遇到上海、南京方
向的路牌，不料“雾里看花”，如堕五
里雾中，未能望清，选择了南京方向，
怎么会遇到去上海的我们。领队无奈，
只能电话中请他们往回走，搭原来小
车，独自赶往机场。

一路不顺与雾同行。大巴行至崇启
大桥，又被迫停车。据说江上起雾，大
桥也被封了。远远望去，前方的雾气，
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大巴前行，问题
不大。奇葩的是，对面由沪入苏的汽车
一辆又一辆地擦肩而过，但是我们动弹
不得。再次沟通，又略加“抗议”，大
巴才能两跨长江，进入上海。飞机起飞
时间是10:10分，我们赶到机场，已过
9:00。时间刻不容缓，办手续，取机
票，过安检，我们如一溜烟马不停蹄地
入关了，恰好赶上登机。

两位南通游客在我们半小时后赶到
机场，重新购买了下一航班的机票，却
未能成行：办的团体签证，不可脱离

“组织”，于是上海海关拒绝放行。他俩
费时费力又费钱，最后还是“雾”机，
心中懊悔不已。

我们登机了，却也未必幸运。我搭
的是奥地利航空公司的飞机，中途还须
在维也纳转机。机上无聊，打开智能电
视，查阅飞机飞行直播图，真是一头雾
水，原来飞行路线并非直线。飞机从上
海起飞，一路斜向西北，经外蒙，入俄
罗斯，绕过莫斯科上空，后到东欧，才
达维也纳。整个航线在北半球的上空划
出一条美丽的弧线，为此我也在飞机上
多煎熬了三四个小时。不料转机又延迟
出发，待到英国，已是当地时间 7:
00。古板的英国海关的“绅士”们都去
用餐了，面对黑压压的一片外籍入境人
员，仅有一位工作人员办理出境手续。
直到近9:00，我们才出了机场。

掐指一算，从如皋到伦敦，一路奔
波20个小时，我们家三人都已疲惫不
堪，想想“雾”机也有好处。我们老家
有句老话，你应当听过：“认下”人好
过啊。今夏，你若去英，不要选择奥
航，还要早点出发，以免贻“雾”登
机，才不至于像我一样，困乏途中，云
里雾里的，一日下来，头昏脑涨。

学安
苇航

巴黎圣母院焚后二日于伦敦

风儿洁净
无沙 无尘
心儿洁净
无波 无痕
我想要天上那一片云彩
还有烟花三月的一缕春风

放飞时我曾有过千年的梦
盘旋 低徊
也许你就这样牵扯了我的
前世 今生

今生的我被你系上长长思念
那是我一生的羁绊
风中也许会有小小的漩涡
你说
飞吧，飞吧

云深处将无法猜测

而我已不必再捕捉你的目光
我可以在更遥远的地方歌唱
我只想要天上那一片云彩
当我想你时
才不会迷失方向

我相信
春风不会真的忘记
你手中的丝线是怎样牵引了
这一世的约会

可以吗
借我一双鸟儿的翅膀
山崖 水际
凭我飞翔……

旅
英
小
札—

—

『
雾
』
机

□
苇
航

春 笋
□陈健全

风 筝
□何晓燕

挥手别春 季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