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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萍镇 3 名年轻干部联手创办葡萄园，辛勤耕耘“创业田”——

诠释八小时外何为快乐
融媒体记者 姜 斌 黄晓燕
通 讯 员 施莹莹

投又不甘心下班后纯粹休闲、娱乐、美食 “阳光兄弟”
。
或经营小家庭的王昌宇、胡佳峰、赵旭勉
学种葡萄，万事开头难。为此，三兄弟
又像往常一样相约去镇上的水果示范区
连续利用多个双休日开车前往本镇果园
国庆长假，除了必不可少的走亲访友 “溜达”
。
村、合作镇五星村、吕四港镇巴西村三个
和陪伴家人，更多时间，是“三兄弟”按约
行至公和村地段，几个政府投资的刚
葡萄专业村求教于能人行家。
结伴劳作于刚刚采收完毕的葱郁葡萄园，
刚完工的闲置大棚吸引了三个人的注意。
施基肥、除草害、挖田垄、搭钢架、铺
回味节前收获的 18000 多斤丰收果实，三 “我们包下这片大棚，利用业余时间种植
设滴灌管道……看似简单的农活，都需要
个年轻人依然沉浸于喜悦之中。
优质农产品，既可丰富八小外的业余生
付出艰辛的劳动。一天又一天，三个年轻
撸起袖子加油干，年轻的惠萍镇政府
活，也好为乡亲们树立个样子。”大家出奇
人流淌了不知多少的汗水，终于换来了设
工作人员王昌宇、胡佳峰、赵旭勉今年联
一致地道出了想法。
施的完善、秧苗的出齐、棚架的建成。
手种植的 9 亩高端“阳光玫瑰葡萄”亩产突
有此想法后，具有农大研究生学历的
其间，三人为节省人工费用，凡事亲
破 2000 斤，总售价逾 11 万元。这片丰收
赵旭勉和有过“大学生村官”履历的王昌
历亲为，于是乎，下班后大家几乎天天起
“创业田”，由此成为乡亲们致富的“样板
宇、胡佳峰很快向镇领导递交了创业计划
早贪黑劳作于葡萄大棚。就在不少村民的
田”与
“示范田”
。
书，得到了大力支持，并获得了上述两处
疑虑中，葡萄园在三兄弟的精心伺候下，
原来，自诩为“ 阳光三兄弟”的王昌
大棚计 9 亩土地的承包权。
一天天枝繁叶茂，长势长相甚至超出了同
宇、胡佳峰、赵旭勉曾因共同迷惘于“八小
土地有了，种植什么成了大家一再讨
期搭建的水果示范区内的核心葡萄大棚。
时外能做什么？”，而联手创办葡萄园，乐
论的问题，考虑到王昌宇上中学时曾跟随
记者前去采访的当天，正值秋老虎发威，
享快乐的同时，亦成为镇内外不少同龄人
父母种植过葡萄，而赵旭勉又是中国农业
大棚里 25 岁的“小弟弟”胡佳峰正熟练地
追捧的另类“网红”。这不，除了葡萄园已
大学毕业的科班生，大家商议后决定种植
采摘与包装串串成熟的葡萄，一边擦拭额
成城里年轻家庭的采摘场所，周边乡亲的
市面上价格较为昂贵，在群众有较大影响
头上的汗水，一边笑着调侃“俺现在也算
样板示范基地，其国庆节前采摘下架的
力，且颇受食客青睐的优质葡萄品种——
半个
‘老农’
了。
”
18000 多斤晚熟果实，仅通过网上推广即 “阳光玫瑰葡萄”
。
享受丰收 示范乡亲
被订购一空。
滴滴汗水 成就葡园
经过一年的等待与辛勤劳作，
“ 阳光
情趣相投 联手创业
2018 年 3 月，三个人的创业行动正式
玫瑰葡萄园”终于结出了第一串果实。转
2018 年初的一个周末，平日里志趣相
展开，他们给自己起了个响亮的名字——
眼又两年，玫瑰葡萄园今年开始进入盛产

九九庆重阳

期，亩产量猛增至 2000 多斤。
三兄弟不知付出了多少汗水、同时也
收获了别样乐趣。生产过程中，他们通过
抖音、微信、微博、直播发布创业体会和葡
萄长势、产量、质量，无意间吸引了越来越
多同龄人的关心关注，也让更多乡亲信服
了三个年轻干部的创业成果。同样，借
助网络，葡萄园三年来总计 3 万多斤丰收
果实一销而空。
从学别人到被人学，阳光三兄弟的
葡萄园除了一拨拨同行人上门参观后信
服其优质品种、 科 学 栽 培 、 网 络 销 售 ，
更有数千上万同龄粉丝所赞叹的年轻干
部八小时外以创业而享受快乐的生活方
式。“明后年葡萄园进入高产期，亩产
可达 5000 斤以上。”提及喜悦，三兄弟
言明心声，“作为直面乡亲的年轻干部，
有什么比在八小时外收获甜蜜果实、引
领百姓致富、体现人生价值更加快乐和
有意义！”

全市各地部署文明城市常
态长效管理工作

强化担当意识
严格考核问责
本报讯 连日来，汇龙镇、王鲍镇、东海镇、
惠萍镇等镇召开深化文明城市常态长效管理推
进会，进一步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全力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镇机关干部纷纷表示要深化认识，坚决克
服侥幸心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从严从实抓
好点位长效管理工作；要振奋精神，坚决克服厌
战情绪，强化担当意识，发扬顽强作风，持续做
好各项创文工作，积极为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工
作贡献智慧力量；要迅速行动，巩固维护创建成
果，立足长远，坚决克服突击应付观念，着力健
全长效机制，推动创建工作常态化，确保“创建
为民、为民创建”；要强化督导，坚决落实工作责
任，加大督导密度和调度频次，严格考核问责，
确保责有人负、事有人干。同时，将对照先进找
不足，瞄准一流抓整改，坚持创建为民、创建靠
民、创建惠民的工作理念，思想高度重视，抓好
重点难点，全力以赴抓好落实，进一步推进文明
城市常态长效建设。
（季则）

我市举行“金秋圆梦”学历
提升暨送法进企宣讲观摩会

情暖夕阳红

发挥工会优势
助力职工圆梦

爱满重阳

①10 月 13 日，市社会福利中心为 15
对钻石婚及金婚老人举办集体婚礼仪式。
融媒体记者 姜新春摄
①
②10 月 13 日，绿城花园社区开展以
“孝暖重阳 情满绿城”为主题的高龄老人
生日会暨重阳节文艺汇演活动。老人们共
享“生日蛋糕”，社区志愿者带来了丰富多
彩的文艺节目。
融媒体记者 王海兵摄

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开展廉政教育活动

不越底线红线
永葆政治本色

③日前，紫薇二村社区联合结对共建
单位市中医院、农业农村局、启东邮政分
公司开展“欢度九九重阳 展银发风采”主
题活动。
通讯员 陈柳清摄

汇龙镇光荣村：

本报讯 10 月 9 日下午，
“金秋圆梦”学历提
升暨送法进企宣讲观摩会在启东中远海运海洋
工程有限公司举行。
2018 年起，市总工会实施职工学历提升“圆
梦行动”
，
由市、
企业两级工会共同出资，
帮助劳动
模范、优秀一线职工、优秀基层工会干部进行学
历提升。
学员可根据工作、生活实际情况，
采取边
工作边读书的方式自主安排学习。截至目前，已
有 392 名优秀职工参加了学历提升
“圆梦行动”
。
宣讲观摩会上，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学历提升既是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必
由之路，也是个人进步的必胜之券，更是企业发
展的必然之选，希望每个学员志存高远，树立终
身学习的理念，企业要鼓励优秀一线员工不断
提升自己，实现个人和企业的双赢。
活动中，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朱军
讲述了自己的奋斗故事，市人民法院员额法官
王珊珊作了《民法典》宣讲和辅导。
（融媒体记者 王泉 施彦佟）

②

惠萍镇卫生院：

③

长龙二村：

相聚一堂谈笑欢

义诊服务进家门

敬老孝亲暖人心

本报讯 10 月 11 日 ，汇龙镇“敬老月”活动暨银发
驿站推进会在光荣村党群服务中心举行。今年初，光荣
村党总支与村老龄协会一起会商全年敬老惠老活动方
案，先后多次开展集中性敬老活动。
（通讯员 沈晖）

本报讯 10 月 11 日，惠萍镇卫生院党支部组织 20
多名医务志愿者来到惠萍中心敬老院，为 100 多位老人
进行免费义诊、测血压、做心电图、验血、开展健康知识
讲座等志愿服务。
（通讯员 吴永刚）

本报讯 10 月 12 日上午，长龙二村社区联合市环境
志愿者保护协会开展“金晖助老 青春行动”社区行重阳
专项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为老人测量血压、检查眼睛
等，并辅导老人使用智能手机。
（通讯员 张蓓）

本报讯 为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传和
教育工作，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
走，10 月 12 日下午，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组织全体在职党员和重点岗位执法人员来到江
海清风馆参观学习。
展馆以“清风廉韵润东疆”为主题，大家在
图文并茂、光影结合的展现形式中参观了忠诚
铸魂、严惩腐败等展厅，学习先烈们的光辉事
迹，鼓舞人心、催人奋进；观看了一系列正风肃
纪反腐败的典型案例，触及灵魂、令人深思。
参观人员纷纷表示，
将知敬畏、明底线，
不触
法律的高压线、不越纪律的红线，永葆交通人忠
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 （通讯员 张婷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