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 72021年2月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沈国仪 版式：张晓贞

□本报记者 刘宏奇 徐明泽
通讯员 沈倩 许花 焦尉

“这批板材是山东那边订的，马上
就来拖了，得抓紧分类捆扎好。”寒冬
里，宿迁市宿城区陈集镇陆圩村木材
产业园，46 岁的村民仓业龙正和工人
们忙着板材打包。望着排列整齐的板
材，仓业龙满脸成就感。

仓业龙育有五女一儿，一家老小仅
靠他打零工过日子。因为不堪生活重
负，他成了远近闻名的“穷大龙”，一直
是当地党委政府重点帮扶的特困户。

命运的改变来自 5 年前的“扶贫
创业”。2016 年初，宿迁供电公司挂
钩扶贫陆圩村，发现陆圩村周边盛产
意杨树，决定投资建设木材产业园。

“那时我在隔壁村板材厂打工，一年下
来挣的钱只能勉强糊口。后来村支书
说供电公司要投资木材加工，对贫困

户有优惠政策，让我试试自己创业。”
仓业龙说，虽说在板材厂打工，对工艺
流程都了解，但要正儿八经地投资创
业，他的心里还有些打鼓。“给别人干
也是干，自己干也是干!”一家人商议
再三，决定“折腾”试试。

“创业资金从哪来？家里本来就
困难，孩子还要上学，哪有钱办厂？
找亲戚朋友借了一些，但还差一大
截。”说起创业初期的艰辛，仓业龙的
妻子胡银兰记忆犹新。就在夫妻俩
一筹莫展时，村委会出面联系银行，
为他们提供了 25 万元扶贫贷款。在
各方扶持下，仓业龙在镇里的扶贫工
业区办起板材加工厂。

不承想，仓业龙创业一开场就遭
遇“下马威”。板材加工，首先要采购
木头原料。“我看别人都从山西进货，
我也进了两车木头，结果因为不懂行
情，进的都是次品，一下就损失 7000
多元。”第一次采购失败的经历让仓业
龙十分懊恼。不懂就学！随后一个
月，仓业龙三天两头往板材市场跑，别
人交易时，他就跟在后面听，遇到不懂
的就请教。多听、多看、多问、多学，几

个月后，仓业龙的板材厂终于正常运
转起来。

板材生产出来，往哪儿销呢？夫妻
俩犯了难。全家上阵！“村里经常组织
关于板材加工的生产、运输、销售方面
的培训，我一有时间就去听，其余就靠
自己去实践摸索。”那段时间，仓业龙做
得最多的事就是打电话。大女儿在网
上搜集家具制造企业信息，向同行搜集
客商信息，仓业龙就一个个打电话谈合
作，妻子则负责记录有采购意向的企
业。“一天能打100多个电话，连续几天
嗓子都哑了，然后就换我媳妇打，我来
记录。”努力没有白费，随着一批批板材
晾干，仓业龙也收到了采购订单。第一
年下来，就赚了近10万元。

“人穷不能志短，我们贫困户创业
更要诚信经营。”仓业龙说，凭借这一
准则，仓业龙在当地逐渐有了口碑，经
营厂子的同时，也经常去周边板材厂
提供技术指导。如今，仓业龙俨然行
业“专家”。

厂子收入一年比一年好，仓业龙
逐渐挺直腰板。2018年底，仓业龙专
程到村部，主动要求摘掉“贫困帽”。

“党和政府帮了我这么多年，只要扎扎
实实地干下去，厂子和日子肯定会越
来越红火。”脱了贫的仓业龙知恩图
报，不忘带动乡亲共同脱贫致富。厂
里用工，他一定优先考虑村里的贫困
户和剩余劳动力。有村民向他请教办
厂经验，他总是毫无保留。这几年，陆
圩村陆续办起25家木材加工厂，其中
有 6 家是低收入农户创业，带动全村
近 300 人就业，全村 107 户建档立卡
户全部脱贫。

“要想脱贫可持续、致富有干劲，
必须要坚持外部帮扶与群众主体相结
合，将输血式脱贫转化为内生发展动
力。”陈集镇党委书记蔡鹏太介绍，该
镇聚焦“产业扶贫”，以镇扶贫产业园
为载体，助力更多农户实现“家门口”
就业增收。

靠政府帮扶，靠全家齐心努力，
“穷大龙”终于翻了身。去年底，仓业
龙夫妻俩在镇上买了新房，两口子还
特地补拍了结婚照。“以前因为子女
多，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现在儿
女都顶上用了，好日子慢慢都会给
补上来！”

“穷大龙”翻身记

本报讯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传扬雨花英烈的精神
旗帜，由新华日报与雨花台烈士陵
园管理局共同发起“弘扬雨花英烈
精 神·辉 煌 百 年 红 色 接 力 ”主 题 活
动 。 活 动 将 结 合 加 强 革 命 传 统 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及青少年思想道
德教育，以创新形式讲述 30 位雨花
英烈的故事，传承雨花英烈精神，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爱国
主义主旋律。

本次活动将面向全省中小学生开
展纪念缅怀烈士征文，通过青少年与
烈士间的“青春对话”，实现雨花英烈
精神的传承接力。活动将走进全省各
地的校园，传递“弘扬雨花英烈精神”
红旗，来自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的

“金牌讲解员”也将走进全省各地的小
学生群体，讲述“红色故事”。

即日起，新华日报连续刊登30位
江苏籍雨花英烈的故事，并选登部分
征文。

“弘扬雨花英烈精神·
辉煌百年红色接力”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王拓）记者从 2 月 3 日召开
的 2021 年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获悉，为做好
假期疫情防控，江苏各地中小学校园原则上实
行封闭式管理。

相关方案要求，学校教职工原则上不跨省
出行，引导学生和家长非必要不出省。严格执
行师生及家庭成员健康状况“日报告”制度。高
校对留校学生实行健康日报告和外出请假审批
制度，并做好服务保障。各职业院校要安排专
人跟踪管理所有顶岗实习学生，全面掌握学生
的实习地点、疫情防护措施等重要信息。制定
离校师生“一人一档”信息台账。开学前 14 天，
所有师生员工做好每天的体温检测和记录。对
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设区市行程史的师生员
工，要查验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中高风险
地区师生员工暂不返校。按照当地疫情防控指
挥机构要求，严格做好校外培训机构疫情防控
的指导工作。针对少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寒假
留校、就地过年的情况，加紧精准摸排，通过启
动临时困难补助、提前发放春季助学金等方式，
确保困难学生特别是受疫情影响困难学生“求
助有门、受助及时”。

寒假期间，各地严查违规组织学生集体补
课、上新课等活动；严禁以各种名目举办补习
班、培优班、提高班等；严禁教师到社会办学机
构兼职从事面向中小学生的收费学科辅导补
课；严禁从事有偿家教。各地各校设立监督举
报电话，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有令不行、有禁
不止者，按照有关规定坚决查处，严肃问责。

我省中小学校园寒假封闭管理

师生健康状况

﹃
日报告

﹄

我们伟大的新中国，是在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的沉重压迫下，通过艰
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才诞生的。其间，
有多少人为了革命舍弃了家庭，离开
了子女，又有多少人为此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

南京的雨花台烈士陵园就沉睡着
很多这样的英烈。他们的故事可歌可
泣，令人动容。他们应该被人们记住，
应该被人们尊重，应该被人们歌颂。

著名烈士恽代英曾任《中国青年》
主编，以其雄辩的才能、生动的文章、
热忱的激情，教育和激励了广大革命
青年。他在被反动派逮捕后宁死不
屈、决不投降。在牺牲前，他写下了绝
笔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
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
楚囚。”在行刑前，他大义凛然，面无惧
色地走入刑场，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

岁！”“打倒蒋介石！”随即英勇就义。
我们虽然已经听不到那洪亮的呼喊
声，却还能感受到那雄壮的气势！

历史已经过去，但不能忘却。我
们要缅怀先烈事迹，敬仰先烈品格，学
习先烈精神。他们舍己的精神令人感
动，他们奋斗的精神令人动容，让我们
一同弘扬好雨花英烈精神，铭记那一
段光荣的红色历史！

作者：陈翰林（南京理工大学实验
小学五（3）班）

指导老师：徐雅青

传好雨花英烈精神的“红色接力棒”

从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展厅走出，
踏上一条路，它通向烈士就义群雕。
蓝天白云，苍松环绕，衬得英雄们的
形象更加伟岸高大。他们昂首挺胸，
目光坚毅，似乎在沿着这条路眺望着
远方。

看到这些英雄的雕像，仿佛能
触摸到那些鲜活的生命和青春的热
血，其中似乎就有恽代英烈士！似
乎看到他在细雨迷蒙中，着一袭长
衫 ，撑 一 柄 油 纸 伞 ，走 在 青 石 板 路
上。他深爱着他脚下的这片土地，
可环顾四周，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
路在何方？他必须走出去，走出去
寻找一条到达幸福彼岸的路，他找

到了，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他义无
反顾，革命足迹踏过了武昌黄鹤楼
头，踏过了沪上黄浦江畔，最终停在
了南京，英雄的精神化为了那些世
上最美的石子，铺成一条通往幸福
的路，留在了每一代追求幸福的中
国人心里！

顺着英雄目光遥望这条路，我似
乎看到今天我们自己的路该通往哪
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每
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追求。

吾辈当自强！奔跑吧，少年！
作者：纪昊良（扬州市邗江区实验

学校六（7）班）
指导老师：蒋炎

在路上

“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
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
的磷，只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
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
来，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
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楷模、
雨花先烈恽代英在早期投奔革命时写
下的诗作《我》。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与
瞿秋白、张太雷并称为“常州三杰”，
杰出的政治家和教育家、赫赫有名的
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所有这
些，在恽代英活着的时候，就已为世
人所共仰。

然而，真正成就恽代英光辉英名
的，却是他高尚的人格、坚定的信念和
为革命事业抛洒热血、舍弃一切的壮烈
气节。他的一身浩然正气，让反动派刽
子手都心存惧怕。在他被捕入狱后，监
狱中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的关
押犯，都自发形成了一个掩护他身份的
特殊“联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告发，
直至后来被监狱外的叛徒出卖。

他是早期革命青年的优秀导师和
引路人。1923 年 10 月，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在上海
创刊，恽代英成为首任主编，他亲自撰
写并发表了百余篇文章和几十篇通
讯。成千上万的一代青年英杰，正是
手捧这份杂志，呼唤着“代英”的名字，

走上了革命道路。
他出身官宦之家，是做学问的教

育家。但在他身上，却没有半点官僚
气和学究气。他亲近青年学生，热爱
工农大众，一生清贫俭朴。担任师范
教员时，月薪一百大洋的他依旧节衣
缩食、不修边幅，倾力资助穷苦学生，
创办进步书社。他可以穿着草鞋上
课，被学校门房当成了挑夫苦力。

“为了我们崇高的理想，我们是
舍得付出代价的”。在革命道路上，
恽代英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忠贞气
节，坚信革命一定会取得最终胜利。
五 四 运 动 中 ，他 写 下 了“ 国 不 可 不
救。他人不肯救，则惟靠我自己。他
人不能救，则惟靠我自己。他人不下
真心救，则惟靠我自己。”在广州起义
面临失败的严峻时刻，他勉励身边的
青年战友“要有决心干 30 年革命，那
时你还不过 50 岁，接着再搞 30 年的
建设，你不过 80 岁。我们的希望，我
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恐怕也
实现了。那时世界多么美妙！”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
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
楚囚。”这首恽代英在中央军人监狱
写下的诗作，在狱中不胫而走、广为
传抄。1931 年 4 月 29 日，时年 36 岁
的恽代英高唱着《国际歌》，义无反顾
地走向了刑场。

恽代英恽代英：：
热血铸精魂热血铸精魂 英名代代传英名代代传

“弘扬雨花英烈精神·辉煌百年红色接力”①
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

新华日报 主办

红色接力·征文选登

本栏统稿：
乔淳 智利红
读后感请扫码留言
征文投稿邮箱：
409472451@qq.com

恽代英（1895-1931），祖籍江苏武进，出生于湖北武昌。
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革命青年的精神导师、南昌起义与
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周总理曾亲自题词，将恽代英称作

“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
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
永远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

【生平简介

】

秦淮灯会正式亮灯

4日晚，
南京秦淮灯
会 正 式 点
亮，夫子庙、
老门东、白
鹭洲公园等
多处灯组璀
璨闪耀，洋
溢着浓浓的
年味。据悉，
参观灯会采
取实名登记
制，提前预
约，并佩戴
口罩、出示
绿码进入。

本报记者
余萍 摄

本报讯 （记者 孙旭晖）“没想到我投
诉这 1 元钱收费后，全县 5 个部门替我‘出
头’，还出台了文件来规范收费，真的想不
到！”2月4日，宿迁市泗阳县的吴女士得知
她投诉处理结果后，感慨不已。

2020 年 10 月，吴女士到泗阳县中医
院附近办事，将电动自行车停在沿街商户
门前的空地上，被商户房东雇用的工作人
员收取了 1 元停车费。事后，越想越不对
的吴女士拨打当地的市民热线，投诉可能
存在乱收费现象。“事情太小了。”吴女士
说，她没想到能引起好几个部门的重视。
当地检察机关接到转来的投诉信息后，随
即会同县公安局、城管局和市场监督管理
局开展联合执法，并对接县发改局，修订车
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几个部门联手为吴
女士讨了“说法”，更规范了市场，取消了对
非机动车停车收费的规定。

检察官马爱丽针对吴女士反映的情况
实地走访，发现收取吴女士停车费的地方
属公共用地，确实有人在那里拉线“圈地”
设立“看车处”，并将有关部门制定的《车辆
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制作成公示牌，向停车

人收取停车费。
随后，马爱丽把情况反映到县城管局、

市场监管局和公安局。“虽然目前全县的确
没有就非机动车停车收费予以审批或许
可，但对非机动车乱收费的现象也没有明
确的执法依据。”马爱丽说，这个情况让大
家犯难了。

“1元钱的确是小事，但涉及群众利益就
是大事。”泗阳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臧海
峰说，为了消除质疑，分管检察长主持听证，
检察院负责梳理《城市市容市貌管理条例》

《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应法规和条例，从中
寻找执法依据，并向县公安局、城市管理局
和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
检察建议，建议各家单位对行政区域内擅自
收取非机动车停车费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理。

收到检察建议后，各家单位不约而同
地由分管领导牵头推进，很快对当地私设
的非机动车停车收费点依法予以取缔。

同时，为确保长效，泗阳县发改局修订了
《泗阳县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并于2021
年1月18日正式施行，取消了对非机动车停
车收费的规定，补上漏洞，规范了市场。

居民投诉一元钱收费
五部门为其讨“说法”

▶上接 1 版 大力选树和宣传
群众身边的榜样模范，推广一
批 可 复 制、可 普 及 的 经 验 做
法。要深入推进文明风尚行
动，引导人们在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反对餐饮浪费行为、提
升文明旅游素质、增强文明交
通意识、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中
厚植文明健康理念、践行绿色
环保生活。

《通知》强调，要把倡导文
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融入
文明创建，推动各地城市全面
推进社会健康管理，打造健康
宜居城市环境；推动各地村镇
积极倡导现代文明理念，大力
破除陈规陋习，丰富农村群众
特别是青少年的精神文化生
活；推动各类单位承担起清洁
环境卫生、树立行业新风的责

任，以干净整洁的“小环境”构
建美丽和谐的社会“大环境”；
推动千千万万个家庭强化居家
自我防护，主动参与社区和房
前屋后绿化美化净化；推动各
地学校加强学生健康教育、劳
动教育和节能环保教育，引导
青少年从小讲卫生、懂礼貌，尚
节俭、爱劳动。

《通知》强调，各级文明办
要把长期培育文明健康绿色
环保生活方式与抓好当前疫
情防控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既
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提升群
众文明健康素养，又要针对性
地组织“迎新春、防疫情，讲文
明、树新风”活动，设计群众喜
闻乐见的载体，吸引群众广泛
参与，营造文明健康、欢乐祥
和的节日氛围。

大力倡导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生活方式

4日，连云港市连云区海州湾街道纪工委邀请书法家来到连云新城项目建设工地，义务
写春“廉”、送福字，为就地过年的农民工送上新春祝福。

朱先明 李传仁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