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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红火火生活

第十八届中国·盱眙（金诚）
国际龙虾节开幕
晚报讯 六月淮安满庭芳，山水
绿城虾飘香。 昨日上午，第十八届中
国·盱眙 （金诚） 国际龙虾节以一场
“
都梁放歌” 为主题的大型群众广场
表演为序曲，正式拉开序幕。
开幕式上，副省长缪瑞林宣布第
十八届中国·盱眙（金诚）国际龙虾节
开幕，市委书记姚晓东致辞。 省人大
常委会原副主任赵鹏，省政府办公厅
主任谢润盛， 市领导李伟、 李森、李
冰、肖进方、邱华康等参加开幕式。
姚晓东向龙虾节的盛大开幕表

示热烈祝贺。 他说，18年前，盱眙人民
“
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
“
引领
以
时代潮”的智慧和追求，创立了自己的
节日——
—盱眙龙虾节，书写了一段
“
以
虾为媒、以虾会友、以虾招商”的改革
传奇、开放传奇、创富传奇、发展传奇。
如今，盱眙龙虾誉满神州、名扬四海，
变成了令人钦羡的大产业大品牌；盱
眙龙虾节完成了从产品到产业、 舞台
到平台、情结到情怀的升华，成为体现
盱眙智慧、展现盱眙力量、呈现盱眙印
象的重要窗口。 一路汗水一路歌，在

“盱眙龙虾”的有力推动下，盱眙县成
功走出了一条以特取胜发展之路，较
好地实现了县域实力持续提升、 城乡
品质持续提升、百姓福祉持续提升，市
委、市政府和568万淮安人民，为盱眙
喝彩、点赞、打call！ 希望盱眙以龙虾节
“
18岁成人礼”为契机，思想再解放、整
装再出发，接续唱响新时代奋斗之歌，
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 更加注重创
新发展， 以红红火火的小龙虾为牵引
带动产业发展红红火火、 各项事业红
红火火、人民生活红红火火；期待更多

客商关注盱眙、关注龙虾节，与我们在
淮安这片充满活力与魅力的土地上，
共逐成功梦想，同演发展传奇。
开幕式上，省海洋与渔业局为盱
眙小龙虾“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授牌、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为小河
农业“国家级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区”
授牌。
随后，《都梁放歌》群众广场大型
文体表演精彩上演，“中华韵、 丝路
缘、江淮情、未来风”四个篇章集中展
现了盱眙老百姓有滋有味的生活气

息，向上向善的时代风采、奋斗奋进
的绿色面貌。
开幕式后，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
报告（2018）发布 会 举 行 ， 从 产 业 规
模、产业布局、市场消费、产业拓展、
品牌建设以及产业扶持等多个角度，
全面总结了小龙虾产业发展现状，分
析存在问题，展望未来形势，提出发
展建议。 当日，还举行了产业招商项
目集中签约仪式， 签约项目37个，合
同引资额111.23亿元并3.3亿美元。
（姜采蓝 杨尚 周海军 田敏 海潮）

板闸家苑小区居民万寿高：

在家要对家人好
在外要对外人好
推荐人：
板闸社区党委副书记曹大兵

推荐理由：
原本跟万老也就是点头之交，
觉得这位80岁的老同志很和气也很
热心。 6月3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深

受感动， 也很自豪能与这样高素质
的居民为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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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一早， 记者来到生态文
旅区怡园路板闸家苑小区探访万寿
高老人。“他一早就去淮安区那边买
水面条去了。 ”万寿高的爱人姚秀芳
连连摆手道：“别采访他啊， 没什么
大事，我们俩可不想出名”。
“怎么不是大事？ 记者你来看
看。 ”曹大兵领记者来到小区一处楼
道，“就在6月3日， 我发现在这雪白
的墙壁上被乱写乱画了许多东西，
小动物不像小动物、 小人不像小人
的，很影响小区的形象和环境。 ”曹
大兵说，当时他就赶紧安排人，计划
在第二天把这里清理干净。“
碰巧看
到了万老，他也皱着眉头直摇头，嘴
里一直嘀咕：‘这得好好弄弄擦干净
才好’”。
让曹大兵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
一早，他刚经过这个楼道就听见“沙
沙“的磨墙声。“我进去一看，好家
伙， 原来是万老在这里已经忙活开
了。 只见他先用铲子铲再用砂纸磨，
雪人’。 ”曹大兵
浑身上下忙得像个‘
“嗔怪”万寿高道：“要您老人家忙什
么，我让物业来做就是了。 ”“
手到擒
来的事情， 不值一提， 我做做就好

了。 ”万寿高顿了顿自言自语道：“我
还得去买桶乳胶漆来， 把这墙壁刷
一下才好看。 ”“用不着，老人家，我
们社区就有一桶现成的漆， 我这就
给您拿来。 ”曹大兵连忙给万寿高提
来一桶漆， 一起把墙壁粉刷得洁白
如新。
“公共楼道是每个人都要经过
的地方，为了大家也是为了自己，所
以这没什么。 ”采访当天，刚从淮安
区买面条回来的万寿高说道。
万寿高夫妻几十年来一直是街
道邻里的热心人。 当地有个风俗，家
中有年满80岁的老人去世， 子女需
到姓万的人家讨上一大钵米饭。“说
来也奇怪， 每次有这事的人家都到
我家来讨。 ”万寿高笑呵呵地说道，
每当听说附近人家有什么“喜丧
事”， 万家总要煮上一大锅米饭，给
来人装得满满的。“人家出于感谢，
要留点茶点什么的，我都谢绝了，觉
得大家相遇就是缘分， 不用计较太
多”。
最近， 万寿高还打算为社区图
书室添置一点图书， 自己充当图书
管理员，为社区居民服务。

对话：
记者： 万老， 您这人太热心肠
了，为什么要对人这么好？
万寿高：人多做点善事好，我的

原则就是在家要对家人好， 在外要
对外人好。
■淮海晚报记者 潘晓晔

我市举办首届
“公交司机关爱日”活动
晚报讯 昨日上午， 淮安首届“公交司机关爱
日”活动启动仪式，在市体育馆市民健身广场举行。
活动以“关爱公交事业 共创文明淮安”为主题，倡
导全社会关心关爱、理解尊重公交司机，弘扬公交司
机奉献社会的精神， 营造健康向上的公共交通环境
和城市人文环境。
“
公交司机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他们保障市民安
全、便捷出行的同时，也承担着很高的工作强度。 ”淮
安市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惠扬说， 希望通过
“公交司机关爱日”活动的开展，社会各界能够提高
对公交司机这一特殊群体的关爱， 激发公交司机的
职业自豪感， 同时对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起到促
进作用。
近年来，我市公交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能力和
服务水平大幅提升。 目前，市公交公司营运车辆1580
辆，其中新能源公交车1102辆，公交线路92条，站点
2300多个，线路长度1600多公里，年客运量达2.5亿人
次。 公交事业的蓬勃发展，让每一辆公交车都成为城
市流动的风景线。
通讯员 谈平
■淮海晚报记者 孙婧

主城区专项整治
“红甲虫”违法行为
晚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电动三（四）轮车（俗称
“红甲虫”）市场生产、经营秩序，打击非法生产、改
装、销售电动三（四）轮车等违法行为，确保群众出行
安全，根据我市新一轮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部署，市工
商局通过前期对“红甲虫”生产、销售的经营单位的
调查摸底，以及存在的问题，将在主城区范围内开展
2018年流通领域“红甲虫”专项整治活动。
据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专项整治从源头
上抓起，做好“
四个一”，把好“
四个关”。 发放一份《告
消费者书》，把好“消费引导关”。 通过向消费者发放
“告消费者书”，宣传三（四）轮车存在的安全隐患、乱
自改装的危害，以及不文明现象所带来的后果等，向
广大消费者进行消费提醒，做到不购买、不乘坐、多
选择公共或绿色交通工具出行。 发放一份《经营者告
知书》，把好“
市场准入关”。“
告知书”从《道路交通安
全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无证
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等法律法规方面进行宣传”。 依
法要求经营者亮照经营、做好进销货台账、不占道经
营等八个方面。 签订一份《经营者承诺书》，把好“商
品质量关”。 制订一份《专项整治计划书》，把好“
执法
检查关”。
（宋莹莹 卢克余 陶化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