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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局要趁早。
大年初一，新阳科技集团的车间里

就响起隆隆的机声。1600 多位员工和
平日一样，在各自的岗位上“走进新春”。

“整个假期，我们都不停产。今年，
要全力冲刺目标任务。”该集团董事长兼
总裁张文俊说，自创业以来，新阳科技集
团的员工二十年如一日，都兢兢业业坚
守岗位。特别是近十年来，包括春节在
内的节假日都坚持生产。由此，创造了

新阳科技一个又一个辉煌。
目前，该集团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顺

酐生产商之一，不饱和聚酯树脂产销规
模在国内同行中遥遥领先，苯乙烯年产
能达到 80 万吨。集团销售 6 年前就超
过 100 亿元，2017 年入库税收超过 4 亿
元。

“今年，我们力争销售额超过250亿
元，电商平台交易额超过300亿元，丁烷
法顺酐、树脂项目和总部大厦等项目建

设都将展开。过去 20 年的经历告诉
我们：办企业，既要坚持创新驱动，又
要坚持艰苦奋斗。”张文俊说。

记者还了解到，在钟楼开发区的
钟恒新材料有限公司，整个春节假期
也是一片忙碌，生产热火朝天，两条年
产4万吨的聚酯膜生产线每天开足马
力。“现有的订单量已排到 3 月份，全
厂190个员工都得撸起袖子加油干。”
总经理陈勇说。 （下转A2版）

一群企业——

市场舞台大 机声也悦耳

今年春节，对于中车戚墅堰所的
“复兴号”齿轮箱科研组人员来说，特
别有成就感。

他们自主研制生产的齿轮传动系
统，日前终于成功应用于“复兴号”，为
春节往返的旅客平添了“翅膀”。高铁
列车用高可靠性齿轮传动系统项目继
2016 年 12 月 获 中 国 工 业 大 奖 后 ，
2017 年又摘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

骄人的成绩，来自科研组一群人
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坚守。在齿轮箱
科研组高级工程师阙红波的记事本上，
清楚地记录着他们攻克难关的重要时
刻：2013年底，项目组成立，启动“复兴
号”齿轮箱自主研发与制造；2015 年

初，通过首件鉴定；2016年7月，在郑徐
线以超过840公里的相对时速成功交
会；同年10月，通过线路考核，进入返
厂拆解，并进行批量生产⋯⋯

赵慧，是项目组唯一的女性。她
说，曾经为了改善齿轮箱的一个结构，
她和科研组成员在车间连续蹲守 5 天
5 夜，通宵试验。她开玩笑说：“和同
事在一起的时间比家人还长，有时梦
中都在勾画着图纸呢！搞科研无关性
别，需要耐得住寂寞。”尤其在关键零
部件制造上，他们不断进行自主创新
和协同创新，成功解决了镁铝轻合金、
高强度齿轮用钢等关键基础材料的开
发及低压铸造工艺等多项技术难题。

（下转A2版）

“没有去想什么名、什么利，也没有去想什么身价地位”

一个班组——

工作中的成就感
会带来很多幸福

习近平总书记说，“幸福都是奋斗
出来的”，而且，“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
福”。

今年春节期间，在许多地方都能
听到人们在谈论这个话题。

奋斗是艰辛的、长期的、曲折的，

但同时也只有奋斗的人
生才称得上是幸福的人
生。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春节
期间，本报派出多路记者走进全市各
地，去发现去记录一个个“奋斗本身
就是一种幸福”的人和事。

今天，是新春
开工第一天。本报

在此一并推出这组“新春走基层·特别报
道（1）”。

同时，记者了解到，各地群众对新
年中当地政府将要实施的民生实事很

关心。读者有所呼，我们有所应。今
天，特将各辖市区确定的年度民生实
事，作为“新春走基层·特别报道（2）”在
二版一并推出。

全市确定的 2018 年度民生实事，本
报已在年初的“两会”期间作了完整报道。

——新春走基层·特别报道（1）

“ 奋 斗 本 身 就 是 一 种 幸 福 ”

红灯笼高挂，饭菜香四溢。春节前
夕，郑陆镇牟家村颐养院内年味浓浓。

“今年还在这过年，蛮惬意的。”
102 室的承国凡老人看到记者，脸上
笑开了花，两道寿眉微微颤动。他说，
孙女和曾孙女刚来电话，明天会来看
自己。

承国凡89岁，是土生土长的牟家
村人，一辈子没离开村。年轻时挑担
劳作，吃过不少苦。年纪大了，开始享
福了。2014 年 9 月，牟家村在全市第
一个建起村级星级颐养院，紧邻文体

公园。凡村里有自理能力的老人，每
年支付 8000 元就能入住，饭菜有人
烧，衣服有人洗，照顾全天候，健身、娱
乐、医疗等设施齐全。

“这些年，我是看着牟家一步步干
起来、富起来的，不容易。”承国凡感慨
地说，从人民公社开始，到上世纪 80
年代办农机厂，再到全省首家土地股
份合作社，全村人是玩命地干。尤其
是近十年，大家心气更顺、劲头更大，
财气人气旺，村民实惠多，走出去都觉
得有面子。 （下转A2版）

一个乡村——

从43位老人的生活
看“福气的来路”

这个春节，天宁环卫处工人黄峰
依然决定留在常州过年。

节前，记者凭着记忆，再次到桃园
新村黄峰的家中采访，却没看到他人。
没想到，电话那头的黄峰笑了：“对不
住！对不住！我忘记告诉你了，我家已
搬到红梅街道的金泽家园，单位也换到
天宁区大件垃圾分拣中心了。”

半小时后，黄峰已在金泽家园 2
幢楼下等候了。

他还是那身蓝色显眼的环卫服，脸
色稍许带着疲惫，心情却很好：“我现在住
在高层，上楼都要刷卡，不下来接你，你就
上不去。”在电梯里，他就介绍起来，这里
比原来的老小区环境好多了，还有健身场
所，附近就是翠竹公园和紫荆公园。晚饭
后，家人喜欢到小区和公园里逛逛。

在常州有房住、有工资、有养老保
险，让黄峰有了“城里人”的感觉。去
年，大女儿在他的劝说下，考到常州读
大学，一家子其乐融融。“我算是在常

州真正扎下根来了。”他笑着说，以后，
儿女都会留在常州。

黄峰动情地说：“说句实在话，我
很满足。去年12月，在天宁区工会第
四次代表大会上，我还被选为区总工
会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以后，我要
多为一线工人说话，让更多的劳动者
像我一样感到幸福。”

事实上，早在当选之前，黄峰就以
区工会代表的身份为环卫工人发声，
他收集了工友们的建议和诉求，希望
让更多外地环卫工人住上公租房，进
一步提高工人待遇。去年，他还陪着
工友们一起去区里办理公租房年审手
续，帮两名工友的孩子享受到“金秋助
学”补贴，“虽然一年只有两三千元的
补贴，但是对外地来常工作的环卫工
人来说，也是个大数目，他们很高兴”。

离别时，黄峰特意带记者看了他
的新车——有害垃圾收运车。新工
作，新岗位，新气象。 姜小莉

一个环卫工——

住房乔迁个人升职
靠的都是手勤脑勤

“ 没 多 少 茶 叶 了 ，也 好 喘 口 气
了。”春节前夕，在钟楼区邹区镇龙
潭村“吴人茶堂”电商基地，33 岁的
小老板高卫看着空荡荡的冰库，笑
着说。

2009 年，高卫借钱买了新阳光食
品城的一爿门面。如今，他不仅有了
茶山、电商基地，还盘下一家饭店，计
划3年内建一座融茶叶、茶具、土特产
销售为一体的“卫顺大厦”。

高卫大学毕业一年后，从父母为
他安排的单位辞职，揣着老家溧阳的
茶叶样品，奔波在我市各家咖啡店、茶
楼、茶庄。3 个多月后，他决心做一名
茶商。“当时，每个月的利润 2000 多
元，我已经能养活自己。”有了小店，他
注册了“卫顺”商标，靠诚信做起茶叶
生意。打开高卫的手机通讯录，标注
为“朋友”的人有 100 多个，甚至还有
不少标注“朋友的朋友”，（下转A2版）

因为诚信，朋友就多；朋友一多，事业就容易成功

一个小老板——

诚信会带来幸福

春节，艾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员
工都放假回家了，客服工作却没有停。

“85 后”CEO 顾蓓说，客服人员在家加
班，自己也一边陪家人，一边进行远程业
务管理。虽然忙，但是以这样的方式开
启新的一年，感觉特别有奔头。

去年 5 月，百度（常州）创新中心落
户钟楼。顾蓓凭借出色的互联网创业成
绩，带领新成立的艾创公司入驻中心，成
为运营方，由此站上了百度这个互联网
巨头的高平台。

作为“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三
位一体的孵化器平台，百度创新中心将
更好地帮助本地技术开发者、互联网服
务创业者和传统企业进行互联网创新。
顾蓓因此深感重任在肩：“传统的创新模
式正在悄然隐退，新的创新模式方兴未
艾。‘+互联网’和‘互联网+’双向渗透，
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需要打
造一个让互联网创新企业逐梦的平台。”

顾蓓说，以前企业租一个机柜，每月
租金大约七八千元，而现在用了百度云，

月租金最低只要几十元，可以大大降
低中小企业的创业成本。

除了云计算带来的机遇，艾创还
有一大法宝——服务。通过自创的

“恋爱营销法则”，公司上下紧紧围绕
“用户思维”抓服务：公司客服电话必
须要秒接；与客户网上沟通时，最多三
句就要带一个聊天表情；客服说的话，
永远要比客户多。

之前，顾蓓就凭此让自己的事业
杀出重围，艾创的母公司目前已经拥
有 15 万注册用户，去年开票销售近
1.5 亿元。有了成熟的管理经验和广
泛的客户群，顾蓓对艾创的未来充满
信心。

“每个人都说，2018 年是人工智
能产业化元年。要实现这一点，离不
开云计算基础、大数据支撑。所以，我
们的事业大有可为。”顾蓓说，今年，他
们将花大力气帮助本土传统企业转型
升级，更好地对接人工智能时代。

朱雅萍 吴飞

“我得紧紧抓住趁势而上”

一个新生代创业者——

“+互联网”和“互联网+”
双向渗透已然成势

放寒假后，张晨在常州兼职了20多
天，才踏上回宿迁过年的旅程。

张晨是江苏理工学院四年级的学
生。她要为自己攒学费。高中毕业后的
每一个寒暑假，她都是这样度过的。

张晨从小由姑姑和姑夫抚养长大。6
年前，姑夫去世，从此她与姑姑相依为命。

“那时我上高中，寄宿。姑姑说城里
用钱地方多，她一个人守着老家5亩地，
把能省的都省下来，给了我她能提供的
最好条件。”张晨说，姑姑的疼爱在她心
里烙下两个最重要的词：独立、善良。拿
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她暗下决
心，再不让姑姑负累。

在校 3 年半，学平面艺术的她打过

短工，也接过设计方面的单子，靠着晚
上做家教、周末在培训机构兼职获得
了相对稳定的收入，在养活自己的同
时甚至可以孝敬姑姑。“尤其每年插秧
时节，总要想办法多寄点钱回家，让姑
姑可以请人帮忙”。

但她并不把自己演绎成一个苦情
角色。相反，外形瘦弱的张晨，在同学
眼里总有着用不完的能量。她清楚，
读大学绝不是为了“打工”。因此，她
把清晨和午后的时间都利用起来，常
常是同学们还在睡觉，她就已经到图
书馆温书；外出看展，她总会预留时间
和经费，因为“有足够的眼界，才有更
大的创意”。 （下转A2版）

一个大学生——

虽然不停打工但十分清醒：
读大学绝不是为了“打工”

A1A2两版编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