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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世界读书日。
当天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茅山

春天诗歌节，在海底水库一侧的西海
湖畔精彩上演。

古筝伴唱《春晓》、笛子与诗《春从
天上来》、诗朗诵《二月二》、琴歌《阳光
三叠》、昆曲《牡丹亭·惊梦》⋯⋯当诗
歌与音乐融合时，青春激情再次迸发
而出。

“去年举办的首届茅山春天诗歌
节，刚被表彰为常州市全民阅读年度好
活动。”西阳文学社社长王群是这次活
动的总策划，他告诉记者，今年筹备第
二届活动的1个多月中，受到《朗读者》
等节目的影响，大家的热情更高了。

仙姑村党总支副书记李芸，也是
西阳文学社发起人之一，她当天参加
了诗朗诵表演。

李芸介绍，2011 年元旦，她和相
邻的塔山、西阳几个村的大学村官，组
织了一次年轻人登山比赛。登临大茅
峰山顶，眺望掩映在树丛和白雪间的
村庄，有人建议成立文学社，把当时的
感受写出来。

登山结社，趁着新年第一天，西阳
文学社成立，地点就设在仙姑村农家
书屋。山村人写山村事，成了一群年
轻人共同的文学梦。

“20 多名社员，都是仙姑村及周
边几个村的年轻人。”李芸介绍说，有
的在当地担任大学生村官，有的在金
坛、常州和上海等地工作，文学社建了
QQ 群和微信群，平时交流很热闹。
节假日，社员则面对面切磋，内容涉及
文学动态、读书心得、习作点评，还吸
引来村民和中小学生旁听。

3 年多前，一本以抢救和挖掘茅
山地区民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文学社
员散文集《外婆的村庄》，编印出版后，

摆到了包括仙姑村在内的茅山各个旅游
景点。西阳文学社这项基层特色工作，
也受到团省委的关注。

“紫陌春情，漫额裹春纱，自饷春
耕⋯⋯”伴着悠扬的笛声，西阳文学社社
员周丹、杨旭身穿汉服，登台吟诵清代茅
山女词人贺双卿的词，在场的百余名文
学爱好者随着意境走进了另一个春天。

“这次活动以‘春天，为你读诗’为主
题，已开展的‘人间四月天，最美在茅山’诗
歌征集活动，就是要发挥贺双卿故里优势，
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形成浓厚的地方人文

气息。”王群说，活动吸引了金坛、常州、无
锡及周边城市的许多文友参加，也就自然
形成了朗诵、吟唱、器乐、歌舞、茶艺、昆曲
等多种艺术形式共同演绎的格局。

仙姑村第 4 村民小组的张军妹，今
年 52 岁，她得知举办茅山春天诗歌节，
特意从单位请假回来观赏。她说：“现在
生活条件好了，人更要追求精神享受，平
时参加村里的广场舞。今天回到年轻人
当中，自己好像也年轻了许多，这样的活
动真有意思。”

金坛区作家协会主席周苏蔚在现场

说，西阳文学社作为作协的团体会员，这
些年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并自觉传承
茅山人文、历史、地域文化，再通过适合
年轻人的方式展示，既活跃了农村青年
的业余生活，也促使他们在农村有所乐、
有所为，文学也由此更好地融入了社会。

王群向记者透露，在西阳文学社的基
础上，酝酿已久的茅山民俗文化研究会已
得到民政部门批复，5月将挂牌成立。

围绕茅山地区民俗文化调查、搜集、
整理和研究，他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赵鹤茂 文/摄

茅山春天诗歌节

“与人为善、孝顺老人“是姚菲
家的格言。

姚菲在市福利院工作，丈夫常年
在广东海警服役，有时一年也回不了
家，家里大小事情都由她一人承担。
2012年，姚菲女儿杜钰汕出生，她丈
夫请了 6 天假后又匆匆赶回南海执
行任务，直到女儿汕汕1周岁后才回
来，初见父亲的汕汕竟叫他舅舅。

平时，她一有空就会带着孩子
赶到住在夏溪的公公婆婆那里，一
来帮老人做点家务事，二来让老人

看看孩子，更重要的是言传身教给孩
子做榜样。

有泪水，也有欢笑。2014 年，姚
菲的丈夫在部队荣获三等功。

图为姚菲（右二）与父母、奶奶和
孩子在一起包馄饨。

许梦涵 秋冰／文 张海韵／摄

军嫂姚菲

“丹丹梨”，是吴丹凤注册的焦
溪梨品牌。

吴丹凤，焦溪翟家村委巷口村
人，1988年出生，大学毕业。3年前，
她自主创业，从城里返乡，从自家20
亩梨园开始，种梨卖梨，并创办了常
州市丹丹梨农业专业合作社。

这两年，郑陆一带种梨面积大
增，已突破7000亩，市场竞争加剧，
然而，丹丹梨合作社却迅速崛起，销
售量从第一年的 10 万斤到去年的
80 万斤，3 年猛增了 7 倍。去年，销
售额突破 500 万元，亩均效益 2 万
元，惠及300多农户。

“我以自己名字注册商标，是受
了‘褚橙’的启发。”4月17日，在丹丹
梨合作社，吴丹凤告诉记者。3年前，
尝试了证券经理人和培训教师两份
职业经历后，一直有创业想法的吴丹
凤偶然在网上看到“褚橙”热销的故
事。她想到了自家的20亩梨，虽然
爷爷是焦溪第一代蜜梨创始人，种出
的梨格外好吃，但由于蜜梨皮薄易挤
压变质、保质期短，大部分梨被批发
商低价收走，每斤只能卖到 1元多，
利润不大。而且，有的年份还愁卖。

注册商标的另一个原因是，她
发现地产梨市场比较粗放，良莠不
齐。有一次，一个朋友对她说，感觉
焦溪的梨越来越不好吃了，她不相
信，就拿自家的梨让朋友尝，对方连
说“好吃”。确实，梨和梨不一样，但
当时，焦溪地产梨基本都叫“焦溪翠
冠梨”，包装也差不多，客户分不清好
坏。在她看来，没有商标，就是个梨
贩子，很难创出更大的价值。于是，
她在“丹丹梨”包装上，不仅印有自己
的照片，还打出励志广告：褚时健有

“褚橙”，柳传志有“柳桃”，潘石屹有
“潘苹果”，我吴丹凤，有“丹丹梨”！

当然，“丹丹梨”有自己的内
涵。种了一辈子梨的父亲告诉她，
自家的梨好吃，也没啥秘诀，除了梳
果技巧，主要是坚持施用农家肥，自
然熟。还有就是采摘时机，吴丹凤
通过反复品尝发现，同一棵树上的
梨子，8 月 2 日前后采摘最甜，而且
个大。因此，她也把自家的梨叫

“82 梨”。虽然这个时候，为抢市

场，有些人家的梨已经上市月余了，但
为了坚守“丹丹梨”的品质，她坚持不
抢摘，更不会进行人工催熟。

销售上，“丹丹梨”主要渠道是微
店、网店。在朋友圈、微信群、微博和各
大网站上推广，不仅宣传“丹丹梨”，还
宣传种梨历史、吃梨文化，甚至焦溪老
街。为吸引本地客户，每当梨花盛开时
节，她就把顾客约到梨园，看梨园，赏梨
花，吃农家菜，让大家感受“丹丹梨”的
不一样。虽然每年举办梨花节花费不
少，但这种线上线下互动的模式很有
效。像今年第四届“丹丹梨”梨花节，来
了1000多人，很多是中小企业主，大家
也很捧场，意向订单已有万余箱。

近两年，随着北京、深圳等外省市
订户增多，全程保鲜邮寄成了难题。
于是，她开始和专业网络销售商、物流
公司合作。比如，她的合作商中，既有
大型水果商，也有 EMS、顺丰速递这
类大型网络代理商。特别是去年进入

“东丰汇”“顺丰优选”平台后，不仅扩
大了销售，通过冷链运输和储藏，还延
长了梨子的销售周期。

吴丹凤说，“丹丹梨”销售网上占
6 成以上，与 EMS、顺丰等合作以来，
对“丹丹梨”要求更高了。到去年，加
盟合作社的果农已从最初的 20 户增
加到 300 多户。为了达到高标准，合
作社规定了施农家肥、不用农药、足月
采摘、不用催熟剂等统一标准。收梨
的时候，两道关不可少：一个是验梨，
化肥梨、农药梨不收；一个是称重，“丹
丹梨”规定，普通梨重 6 两到 8 两之
间，精品梨 8 两到 1 斤之间，极品梨 1
斤以上，不同规格，差一两也不行。

本周初，顺丰与“丹丹梨”合作社达
成深度合作，把“丹丹梨”作为重点推广
品牌，进一步入驻“顺丰大当家”平台。
与此同进，今年起“丹丹梨”将进入常州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VIP客户内销系统。

看来，今年的“丹丹梨”更不愁卖
了。 刘一珉

“丹丹梨”
深入开展深入开展

““三大一实干三大一实干””活动活动
富民富民3636计计仙姑村周记

本报讯 在“五四”青年节前夕，
我市启动大美常州·常州市青年书法
家协会首届书法展暨青苗书法计划。

据了解，目前我市青年书法家协
会已有会员70人，其中14人是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56 人是江苏省书法家
协会会员。此次青年书法家精心创作

了82幅作品，在红荷文化艺术交流中
心展出，展期从4月28日至5月6日。

在“青苗书法计划”启动现场，胡
士超等 6 位青年书法家被聘为“青苗
书法计划”导师，并与新北区安家中心
小学等 6 所小学的书法教师进行师
徒结对，在书法的技法、审美、理论、

历史等专业知识上给予指导，提升小
学教师的书写技能和审美能力。同
时，市青年书法家协会还将与我市
20 所小学结对，选派优秀青年书法
家与结对学校的书法教师开展“传帮
带”活动，义务为学生上好 1000 节书
法兴趣课。 （龚青轩 秋冰）

我市启动“青苗书法计划”
本报讯 为方便戴溪市民到洛

阳 卫 生 院 就 医 及 沿 线 小 区 居 民 出
行，经市运输管理处公示审批后，公
交于 4 月 29 日起对 3311 路进行优
化调整。

3311 路：由洛阳公交枢纽始发，
经戴洛路、新科路、珠光街、东都路、阳
光路、永安里路、戴洛路、荷花路、虎臣
路、S232、吴铁桥路、天井路至天井村
按原线路往返。沿途停靠洛阳公交枢
纽、傅家头桥、洛阳工商分局、洛阳国
税局、洛阳中行、珠光街东陈路、洛东
村委、阳光明珠苑、洛阳医院南、汤墅
村、永安里路洛东路、洛阳初中、洛阳
小学、圻庄、洛阳跃进桥、东序、小四
房、洛阳创新桥、民丰、戴溪东、戴溪农
行、戴溪公交站、罗泽、罗泽西、虎臣
东、虎臣、马驰、洛阳吴铁桥、勤丰、天
井、天井村。

线路调整后投放车辆、票制票价
均保持不变。 （王东 韩仁菊 宋婧）

3311路公交调整

林又红一直还沉浸在寻找蒋主任
的冲动中，甚至都没有听清赵镜子在说
什么，茫然地朝她看了看，赵镜子脸色
正起来了，认真地说：“难道找个什么姓
蒋的，真的比自己的前途还重要——”

林又红知道赵镜子一心催促也赶
快答复浦见秋，可林又红也不是什么
善茬，她想知道的一切，如果赵镜子不
肯告诉她，她也决不会按照赵镜子的
意图行事，何况那天和赵镜子见面一
走了之之后，碰上的尽是桂香街居委
会这些破事，竟把她的心情搞得乱糟
糟的——现在林又红心里似乎十分清
楚，只要一天不把蒋主任找出来，不把
事情搞清楚，她的气息就不会平复，所
以立刻就说：“你先帮我把姓蒋的找出
来，我才答复你。”

赵镜子笑着摇了摇头：“古怪，古
怪，不是提前更了吧。”

正说笑着，那边的信息已经返回
来了，果然有速度，赵镜子一看，笑道：

“南州市区及县区范围，共有玩具厂七
十八家，姓蒋的也有几十人，问要找哪
家玩具厂哪个姓蒋的？”

林又红说：“不知道。”
赵镜子说：“算了算了，别找了，你

这完全是在赌气——我问你，你的关
于姓蒋的这一点点信息是从哪里来
的，可靠不可靠？”

林又红一张嘴又赶紧闭上了，她
要是说出从神经病夏老太那儿听来
的，岂不又遭赵镜子一顿嘲笑，她也知
道，自己是一时意气用事，即使真的要
想找蒋主任，怎么也不能听信夏老太
的话。

赵镜子见林又红不吭声，也不再
嘲笑她了，改口劝她说：“算了算了，你
找什么蒋主任呢，和你八竿子打不着
的，你还不如——”

林又红一听，顿时警觉起来，“蒋主
任“三个字，她从未在赵镜子面前提过，
她只说过“姓蒋的”，赵镜子怎么会冒出
个“蒋主任”来？忍不住脱口说：“哼哼，
这‘蒋主任’可真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
啊，我都没说‘蒋主任’，你倒知道‘蒋主
任’，说不定你还认得‘蒋主任’！”

赵镜子说：“你开什么玩笑，我要
是认得蒋主任，我再假装帮你找姓蒋
的，我干嘛，我吃饱了撑的玩你？”

林又红说：“反正，赵镜子，你有猫
腻，我不知道你和谁有猫腻，但是你今
天找我喝茶，肯定不是空穴来风。”

赵镜子说：“哎呀，林又红，你可以
改行去当侦探——”看着林又红不怎
么好，赶紧又说：“你还真生气啊。”

林又红口气冷冷地说：“没生气，
就是想把事情搞搞清楚。”

赵镜子说：“找蒋主任，对你真有

那么大的意义吗？就算你找到她，你
准备干什么，你告诉她，老书记走了，
居委会没有人了，请她去桂香街居委
会上班，当主任——”

林又红说：“不知道，我甚至不知
道到底有没有蒋主任这个人——”

赵镜子说：“既然你连有没有蒋主
任你都不能断定，你追着一个虚幻的
东西不放干什么呢？”

林又红说：“我就是想不通，几乎
没有人见过蒋主任，但为何人人都会

当着我的面提到蒋主任，甚至连你，一
个完全、完全——？”

赵镜子说：“完全不相干，是吧？”
林又红说：“你觉得相干吗——”

话音刚出，心头忽然一闪，脱口而出：
“赵镜子，怎么样样事情都有你，你不
是不相干，你是很相干，从前，在我们
几个人中间，什么情况都是你掌握，我
们个个蒙在鼓里，现在你又来了，自从
联吉氏关闭，你找我找得好勤快呢，你
到底是受人之托还是另有用心？”

赵镜子依然沉着冷静不动声色，慢
腾腾地说：“随你怎么说都行，随你怎么
想也行，反正你要想抛弃我，那是不可能
的——”

林又红道：“那是，我到今天才领悟
过来，原来都以为俞晓粘人，现在看起
来，俞晓和你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赵镜子微微一笑说：“我今天收获大
呀，一下子成大巫了，这么多年，我一直
是你和俞晓的影子嘛，今天忽然翻身作
主人了——”

林又红越想越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有
道理的，不客气地说：“赵镜子，原来我以
为你赵镜子就是镜子里的那个你，现在
我忽发奇想了，你恐怕根本就不是镜子
里的你！”

赵镜子仍旧平静，说：“那你觉得我
是谁呢，我这面镜子，难道是面照妖镜，
如果真是照妖镜，我就拿来照照你吧，你
真的需要照一照自己的嘴脸了。”

林又红气道：“我什么嘴脸？我什么
嘴脸？”

赵镜子说：“你心里乱糟糟的，烦，是
因为居委会的人纠缠你？还是因为别的
什么事情，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林又红猛一心惊，顿时脸色大变，根
本顾不上什么蒋主任了，脸色铁青地说：

“赵镜子，你知道他回来了？”气急叉了，
喘息了一下，才回过来，急切地说：“他回
来了，他是不是早就回来了？你们都知
道，瞒着我一个？”

赵镜子说：“奇怪，江重阳回来不回
来，与你有什么关系，就算我们知道，为
什么要瞒着你，你和他有什么关系？要
想了解江重阳的情况，这话由俞晓说还
差不多，毕竟人家是俞晓的前夫，而不是
你的。”

林又红又被狠狠地噎了一下，半天
没有回过气来。

赵镜子又说：“再说了，你说江重阳
回来了，他出去过吗，他是到哪里去的
呢，难道你都知道吗？”

林又红再一次闷住了，这几年，江重
阳到底怎么了，他到底在什么地方，难道
他一直都在南州？林又红不能相信，如
果他一直在南州，怎么会一点音讯也没
有，赵镜子有城府，可以按耐得住，可是
难道连俞晓都能忍得住不提起他，一次
不提？

赵镜子总算拿住了林又红，但她并
没有得意之情，却反而心事重重，说：“你

看看，你一下子又暴露了，江重阳还在你
心里！说什么居委会烦你，说什么蒋主
任烦你，让你心烦意乱的，到底是什么！”

林又红再也憋不住眼泪。
赵镜子说：“林又红，我提醒你，江重

阳虽然单着，可俞晓现在也单着，你虽然
心里只有江重阳，但你毕竟身边有老宋，
以老宋对你的情义和忠诚，你会伤害老
宋吗？”

林又红说：“赵镜子，你闭嘴！”
赵镜子说：“我不能闭嘴，我得告诉

你，既然你永远不可能伤害老宋，那你就
死了江重阳那条心——”

林又红任凭眼泪淌下来，嘴上喊道：
“为什么，为什么每次都应该是我死心，
为什么你这么偏袒俞晓，这对我太不公
平——”

赵镜子口气宽厚言词却变得激烈起
来：“不公平？你想想啊，我们三个，我和
俞晓，都单着，你呢，丈夫疼，女儿宠，到
底谁对谁不公平？”

林又红终于彻底想清楚了，说：“你
请我来喝茶，就是警告我，江重阳又出现
了，但我必须离他远一点，是不是，赵镜
子，你放心，我不仅会远离江重阳，我也
会远离你们，老马这几天正在曼谷等我，
我要到联吉氏的泰国分部去工作了！”

这回轮到赵镜子目瞪口呆。
林又红扬长而去。 （待续）

范小青

桂 香 街

（上接 A1 版）帮助原集体建设用地企
业完善权证，为企业厘清资产权属扫
清障碍。试点建立行政审批局，做到

“一枚印章管审批、一张网络管服务”，

开展“企业事先承诺、窗口容缺受理”
改革试点。对产品有前景但缺乏短期
流动资金的企业，提供暂时周转资金
支持，缓解中小企业转贷压力。建立

重点企业服务微信群，常态化开展企
业大走访活动。

武进还将以苏澳合作园区建设为
契机，积极争取各类金融优惠政策，大
力吸引金融机构尤其是政策性银行、
外资银行，壮大创业投资基金和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力争到2019年上市企
业突破50家。 （马浩剑）

武进加快打造“新苏南模式”

（上接A1版）
公廉拆迁专项行动，重点查处

贪污、私分、套取、挪用征收补偿费
用等行为；

行政执法规范提升行动，重点
查处徇私舞弊、滥用职权、以权谋

私、失职渎职等行为；
扶贫领域专项治理行动，重点查处

侵占挪用、虚报冒领、优亲厚友等行为；
机关效能巩固提升行动，重点查处

服务群众过程中生冷硬推、吃拿卡要、故
意刁难群众，违规收费、违规扣留、加重

群众负担等行为；
和谐钟楼安民行动，重点打击“村

霸”、集聚滋事等现象，严肃查处农村基层
干部为黑恶势力提供“保护伞”等行为。

钟楼区委书记赵正斌表示，专项治
理对群众反映和发现的问题要100%核
查、100%处理、100%反馈，坚持“一个
问题一个时间节点，一个问题一个发力
点，一个问题一个亮点”，真正让人民群
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钟萱 朱雅萍）

8个方面规范“小微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