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昨日凌晨 0 点 25
分，随着一声婴儿清脆的啼哭声，
产妇耿女士在市妇幼保健院诞下了
该院新春首个“牛宝宝”。记者昨从
多家医院了解到，多名“牛宝宝”的
诞生，让产房颇有些“牛气冲天”。

耿女士的预产期是大年初三，
可是腹中的“宝宝”在大年夜晚上
就不安分了。2 月 11 日晚 11 点
多，她在医院病房看春晚，就出现
羊水早破。由于胎位不正，情况紧
急，医生立即为耿女士行剖宫产，
诞下了一名体重3750克的男婴。
耿女士高兴地看着宝宝说：“这真
是牛年第一天的惊喜，没想到宝宝
这么早就出生了，家里名字还没有
考虑好的！”

江大附院妇产科大年初一接生
了本院职工的一名“牛宝宝”。该院
内分泌科的俞医生顺产诞下的“牛
宝宝”比预产期足足早了13天。2

月11日早上，她在家中发现破水，
遂来医院。昨天中午12点10分，
经历了3小时45分钟，就顺产一名
体重2970克的女婴。助产士沈明
月介绍，一般初产妇顺产的产程都
要在10多个小时，这名“牛宝宝”也
是迫不及待要到这个世上来了。还
有一名产妇初产臀位胎膜早破，昨
天直接从家里送到医院就紧急接受
了剖宫产术。

尽管近年来生育量走低，但是
锡城各医院产科春节期间也是备足
了医务人员，随时迎接“牛宝宝”的
降生。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孕产保健
部吴贞红副科护士长告诉记者，截
至昨日下午2点，市妇幼保健院已
接生了18名“牛宝宝”，比去年大年
初一的“鼠宝宝”还要多一些。刚搬
迁不久的江大附院昨天也有5名

“牛宝宝”降生，比平时略多。
（卫曦臻）

年初一降生多名“牛宝宝”

2月12日，耿女士在市妇幼保健院诞下了该院新春首个“牛宝宝”。
（还月亮 摄）

看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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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串的肉肠、大块的咸
鱼、风干的土鸡……驱车驶
入宜兴山区，农户家门口支
着的长竹竿上，晾晒着的各
类“土货”成为这个时节的
一道特色山乡风景。“看看
啊，大太阳晒了好多天了，
保证到你们手里的货‘最
香’，有要的抓紧啦。”早上
9点，50岁的陈桂娥便拿起
手机，拍摄好小视频发送到
朋友圈。“紧俏得很，一通电
话、一个微信，立马搭车

‘奔’向全国各地。”刚与陈
桂娥见面，她便翻开聊天记
录展示当天要发的订单。

陈桂娥，宜兴黑桂娥农
林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2015年，她和当地许多农民
一样，在乡村旅游的带动下，
致力将乡村土特产卖出大
山。“这些东西虽然土，但变
化大着呢。”陈桂娥忍不住感
慨。近年来，农民不仅在改
变土特产的面貌、丰富产品
种类，还在给制作定标准、上
规矩，彻底改变提篮小卖，让
其走上高端路线。

“货来啦。”还没进门，
开着电瓶车的沈雪峰老远
就喊人帮忙。“今天起了个
大早去挖笋，这一车大概
120斤吧。”卸下货后，两名
工人立马搬起凳子，拿起
刀，开始工作。这段时间，
冬笋是顾客年货清单里的
一道必点单品，供不应求
时，许多顾客还会选择笋干
来替代。

“你知道我们合作社每
年笋干制作量有多少吗？”
沈雪峰笑着提问，“15吨，
不仅量大，我们还按照相关
标准生产。”以前，农副产品
加工，一家一户凭借经验和
喜好生产，质量不稳定，很
难真正吸引稳定的回头
客。2018年年初，黑桂娥
合作社便邀请当地农副产
品加工好手，共同参与笋干

企业标准制定，从确定毛竹
笋产地、采笋时间、切片与
晒干要求，到蒸煮杀青流
程，每个环节都立下了明确
的“规矩”。去年，黑桂娥笋
干企业标准顺利通过省质
量技术监督局审定，并得到
了许多农民的响应。“采挖
的鲜毛竹笋确保在12小时
内剥壳，用猛火蒸煮1—2
个小时完成杀青；每煮两锅
笋后，应换一次水；人工切
片厚度5毫米，平铺竹片上
晾晒4天……”整个制作工
序，沈雪峰倒背如流。

“不光是笋干，雁来蕈、
乌米制作标准的制定也提上
日程了。”一旁干活的李林益
忍不住插话。作为合作社社
员，如今，李林益家的农产品
完全不愁卖，一到季节还会
带人上山采雁来蕈。“雁来蕈
可是我们山里的好东西。”每
逢节假日，景区周边沿路叫
卖的价格可以飙升至每公斤
上百元。但雁来蕈是“鲜
货”，高价卖不出的话，最后
只能流向菜场，赚个“辛苦
钱”。为此，合作社又动了番
脑筋。除了对接城区部分高
档饭店，畅通销售渠道外，还
支起大锅开启了雁来蕈的按
标加工业务。这样一来，李
林益等一批山民在雁来蕈上
市的春秋两季便可实现增收
2万余元。

更让农民骄傲的是，如
今的山货不仅俏销国内市
场，而且通过湖州南浔新雅
等一批商贸公司，出口到了
欧美。“瞧，上海回来的顾客
又要来我这取货了。”挂掉
电话，陈桂娥开心得很。她
算了笔账，仅今年 1月至
今，销售额便达到170多万
元，去年销售额已超2000
万元。“今年我还准备上马
笋干制作流水线设备，让山
乡土货走上高端，成为山乡
经济一大特色。”（蒋梦蝶）

昔日提篮小卖，如今按标生产
走出大山、漂洋过海

山乡土货“变身”记

近日，150多名居住在华庄街道
青年公寓的外地青年员工、华庄街
道环卫所10位不回家过年的外地
环卫工人，以及无锡市好达电子有
限公司留厂不回家过年的外地职工
代表，接过华庄街道总工会相关负
责人专程送来的过年大礼包后，纷
纷表示今年的年味不一样，留在无
锡过年挺好。

高凯路上的新城青年公寓是华
庄街道安置街道规模企业外来员工
的集中居住地。“往年这个时候，这
儿早已是空荡荡的了，基本都回家
过年了。”华庄街道职工服务中心负
责人吴俊杰说，新城青年公寓共有8

幢楼，40多家企业的1700多名外地
员工居住在这里。今年和往年截然
不同，很多外地员工选择了留在无
锡过年。在无锡凯莱大饭店担任大
堂经理的杨兴华来锡已有 6年时
间，因为工作原因已有好几年没回
老家湖北十堰陪父母过年，原本打
算今年回家的他经再三考虑作出了
留锡过年的选择。“留下来过年可以
感受一下无锡的年味。”杨兴华说无
锡各地给留锡过年的人员送出了很
多实实惠惠的政策礼包，他已经和
几个好友预约到了三国城和水浒城
的免费门票，准备春节假期去。

华庄街道公园路是环卫工人陈
已琼每天的清扫路段。“今年春节，
这条路就包给我了，一定让它干干
净净。我将用我自己的力量给无锡
的新年增添一份清洁。”老家四川广

安的陈已琼在无锡从事环卫工作已
有20多个年头，今年是她全家第一
次不回老家过年。她说自己早已把
无锡当作了第二故乡，也想为无锡
的发展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华庄
街道环卫所副所长倪德明说，华庄
街道环卫所50多位员工负责着街
道18条主干道路清扫以及12个公
共厕所的保洁工作，外地员工占到
了五分之一，今年一个都不回家过
年，他们都愿意留下为无锡贡献自
己的力量。

无锡市好达电子有限公司今年
的订单爆棚，春节假期公司除了除
夕和年初一放假，其余时间都将开
足马力。公司工会主席殷志芬说，
公司有外地员工近300人，90%以
上的外地员工这次都不回家过年。

“公司给予我们这些留锡不回家员

工的待遇真的很好。”在好达电子工
作了3年的黑龙江小伙王万波兴奋
地说道，企业早在一月底就出台了
激励政策，春节期间留厂工作的员
工每天提供一日三餐，按规定发放
加班费外，还特别设置了春节期间
出勤补贴。王万波早早地就算好了
这笔账，他说，如果二月份全勤的
话，仅出勤补贴这块就可以超3000
元。

华庄街道总工会主席俞国伟介
绍，春节前，华庄街道总工会共送出
外地留锡员工新年大礼包500份，
新春对联上千份。除此之外，工会
还将在新春期间鼓励留锡外地人员
参加街道组织的“晒身边的年味”摄
影图片展，以及“书香华庄、照亮人
生”推荐好书活动，丰富留在华庄的
外地人员的新春生活。 （尹晖）

“留在无锡过年挺好”
除了新年大礼包、

出勤补贴，还可以感受

一下无锡年味

昨日产房“牛气冲天”

上接第1版>>>
位于综保区的无锡海峰聚思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是节能型机柜级服务
器生产商以及存储和网络解决方案提
供商。走进车间，企业负责人报出的
一组数字让人眼前一亮：目前4条生
产线满负荷生产，去年销售额同比增
长近四成，全部量产后预计销售额将
再翻番。“老家是哪里的？”“在这里工
作几年啦？”在企业成品检验区，黄钦

与来自山西运城的冯颖交流起来。听
到小冯对企业满口称赞，他满意地点
点头。“无锡工业门类齐全、产业链完
备，配套能力很强！”黄钦先后查看了
服务器组装区、机柜集成检查区，十分
看好企业发展前景，鼓励企业把研发
团队引进到无锡，加强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加快扩产能步伐，强化与本地市
场的供需对接、与本地企业的配套合
作，更好带动产业链、稳定供应链。他

要求当地主动对接、做好服务，为企业
扎根无锡、深耕无锡提供良好条件。

黄钦还来到市委市政府总值班
室，看望慰问值班值守机关干部，了解
全市社会面总体情况，叮嘱要以细致、
严谨的工作作风，做好信息汇总报送、
节假日值班值守等工作，发挥好应急
处突运转枢纽作用。在市民中心1号
门岗亭，黄钦向坚守岗位的后勤工作
人员送上新年福袋，感谢大家的辛勤
付出，叮嘱要科学安排值守，切实搞好
保障，为大家全身心投入工作创造良
好环境。 (高美梅、惠晓婧）

祝企业发展红红火火！祝大家新年吉祥如意！

上接第1版>>>对党忠诚、纪律严
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为保障社
会和谐稳定再创新业、再立新功。

市急救中心承担着全市院前
医疗急救及各类应急医疗保障任
务，春节期间仍有许多同志24小
时待命。杜小刚走进“120”调度指
挥中心，了解日常接诊、当天调度
信息、节日车辆保障情况，查看物
资保障车等设施设备，勉励工作人
员加强节日期间医疗保障力量，提
高快速反应能力，全力为百姓健康
保驾护航。

慰问途中，看到长江北路上环
卫工人正在认真保洁作业，杜小刚
主动下车与他们亲切交流。“无锡越
来越漂亮要感谢你们！”“你们老家
是哪里的？”“一年收入能有多少？”
得知张树龙、贾仁清两位环卫工人
为响应防控号召，都没有回老家过
年，杜小刚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送
上新春祝福，并叮嘱有关部门做好
生活保障，安排好作息时间，让环卫
工人过一个幸福欢乐的春节。

无锡公交集团新区分公司日均
运送乘客约5.5万人次。杜小刚来

到新区分公司亲切慰问值守公交驾
驶员，并登上63路公交车，询问新能
源车配备、公交地铁换乘优惠等情
况。“你们每天重复着同样的线路、
相同的动作，非常辛苦！要确保乘
客安全，责任又很重大！”杜小刚勉
励广大公交职工继续发扬艰苦奋斗
的精神，在落细落实常态化疫情防
控要求的前提下，保障好节日运力，
提供细致周到服务，努力为乘客营
造更加安全舒心的出行环境。

当晚，杜小刚还来到市民中心
食堂，慰问部分值班值守、留锡过
年的机关干部和工勤人员，跟他们
一同吃年夜饭、聊家常，欢度佳节，
分享新春喜悦。 （王怡荻）

尽心尽责守护万家团圆

上接第1版>>>鼋头渚景区的外地
留锡专用通道已经开启，“在无锡打
工2年多了，一直想来鼋头渚玩
玩。这次回不了老家，正好来看看
无锡美景。”在东北塘一家服装企业
上班的小吕是河北人，已经预约上
了几个不同景区的游园名额。春
节假期，外地留锡企业职工可以在
灵山景区、拈花湾禅意小镇、影视基
地三国水浒景区、太湖鼋头渚风景
区、惠山古镇景区、蠡园公园、梅园
横山风景区、无锡动物园·太湖欢乐
园、无锡影都文化旅游区等25个景
区免费入园游玩。

记者了解到，假期才刚刚开
始，各大景区的免费游园名额已被

“一抢而空”。“今天开始至年初六，
动物园每天 1 万个名额已经满
员。”动物园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必

须凭无锡市公安局签发的“江苏省
居住证”及“居民身份证”才能免费
入园。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方便
游客进入，工作人员在专设的3个
外地游客通道处有序地引导游客
进入。“拈花湾、灵山景区各7000
个名额刚推出，就预约满了。”无锡
灵山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留
锡企业职工的免费游园大受欢迎，
才上线就已预约满了，景区为此增
补的500个名额也是一上线即被
秒杀。

防疫工作不容忽视，记者在鼋
头渚、惠山古镇、无锡动物园等景
区看到，专门的防疫检测通道有近
50米，游客经过测温和核验健康
码后，才能进入购票区域，每个景
区入口的电子屏都实时显示园内
游客的数量，以保证入园人数在防

疫要求内。
在随后几天的假期里，各大景

区还将端出更加丰富的“春节大
餐”：惠山古镇景区每天有财神、福
神等组成迎宾送福小分队，在惠山
门、绣嶂阁广场迎宾，随机派发小
礼品，寄畅园内将奉上一场品茶、
观鱼、奏乐为一体的沉浸式体验，
再现江南水乡悠闲的生活场景；在
灵山景区，游客能参与打卡网红心
愿菩提树、燃灯传递幸福愿等活
动，还有“盛世莲花开”、网红双人
大环舞等互动节目极具体验感；
2021中国长三角梅花文化旅游节
在梅园开启，金牛勤恳送福来、

“梅”好生活、寒梅迎春踏雪至等主
题景观，配合地面彩绘，游客可领
略冬日盛景；灵山景区，鼓上舞、大
环舞、高杆不倒翁等表演轮番上
演，梵宫珍宝馆、五印坛城的欢喜
乐游亲子手作也静候游客体验。

（韩玲）

多彩文旅活动吸引留锡过年外地职工上接第1版>>>公司副总经理黄斌表
示，国内模拟芯片供应链安全替代时
机已成熟，2021年将致力提升产品
品质，在短时间实现市场、技术、品
牌、资金的良性循环，加快国内模拟
芯片供应链的国际化安全替代。矽
墨电子（无锡）有限公司2021年在产

品开发上将有30个左右的项目列入
开发计划，力争实现 2亿元销售目
标。无锡摩斯法特电子有限公司产
品总监赵秋森说，伴随着新产品种类
和应用的扩展，今年公司将把高端人
才招募、测试平台建立作为发展抓
手，推动产值提升。

蠡园开发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2020年通过完善优化与中科芯、
清华研究院、超算中心的联结工作机
制，实现了创新转化的重大突破，集成
电路创新服务平台、工业数字化云应
用平台纷纷上线。2021年将以科技
创新作为突破制约、实现发展的根本
途径，全力打造太湖湾科创带重要支
点，推动集成电路实现百亿产业集
群。 （邵旭根）

招募更多高端人才造“芯”

上接第1版>>>让居民们感觉小区就
像自己家一样温暖。

在小区门卫室，记者注意到，与新
春喜庆的氛围一样火红的还有挂在门
卫室里的一面面大红锦旗，印证了居
民对物业服务的充分认可。去年12月
24日，新城集团瑞景公司正式入驻东

泉花苑小区。作为经开区首家进驻老
旧小区的国有物业，树立起国有物业
在服务老旧小区方面的行业标杆。自
进驻以来，物业人员完成了小区大门、
楼道、围墙出新和各类杂物、小广告清
理，进行了绿化修剪，净化、美化了小
区环境，迎来了喜庆祥和的牛年春节。

据悉，去年7月31日，我市正式
启动国有物业进驻老旧小区，至今年
2月初，国有物业已经累计进驻近200
个老旧小区，7万余户居民享受到了
市委市政府推进“物业管理高品质全
覆盖”这项惠民政策的温度。春节来
临，各小区焕然一新的风貌、喜庆祥和
的过年气氛，居民们脸上露出的笑容，
无不展现着国企物业进驻带来的暖
意。 （葛惠、孙倩茹）

惠民政策让居民感受“春暖”

上接第 1 版>>>表示不虚此行。南
非人戴恩很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
人用十二生肖的卡通形象来庆祝春
节感到很有意思，“你看，梅园里到
处都布置了福牛的立体造型。”说
着，戴恩就显摆起刚刚学会的“牛年
大吉”“牛气冲天”这些祝福语。他
兴奋地说，自己这次留在无锡过年

还学会了包饺子、剪窗花，他已经迫
不及待录下视频要和南非的亲朋好
友分享了。

据了解，为了让就地过年的外
籍教师在锡度过一个温馨、暖心的
中国年，无锡太湖学院除了请老师
们免费游园，还推出多项举措“留
人”。不仅给每位老师送上装有无

锡特产的春节大礼包，举办慰问会，
还让他们在中国大厨的指导下学做
糖醋排骨、八宝饭等无锡传统年夜
饭必备美味。

“在无锡过年有那么多‘诱惑’，我
都不禁开始期待下一个春节了！”戴恩
坦言，中国的春节要比西方的圣诞节
来得更热闹，挂灯笼、贴春联等丰富多
彩的传统民俗更是令人印象深刻，“我
已经融入无锡的文化，越来越爱这片
土地了。” （陈菁菁）

无锡年俗文化实在诱人

上接第1版>>>
报纸休刊期间，无锡观察客户

端、无锡日报微信、无锡日报微博、
江南晚报微信、江南晚报微博、无锡
新传媒网等集团新媒体平台将精

心策划，讲好春节无锡故事，推出
“留锡人员暖心年夜饭”“新年新期
望”“文明年”“坚守抗疫一线群体”

“春节不打烊”“锡有年味情更浓”
“过年暖洋洋之他们这样过春节”

“亲密本无间 欢锡过大年”等主题
策划，为大家提供丰富的内容产品。

欢迎广大读者、用户通过报业
集团融媒体平台获取信息、参与互
动。祝大家春节快乐、身体健康、
阖家幸福！

无锡日报报业集团
2021年2月13日

敬告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