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1版）
烈士金德勇的父亲，在世

时喜欢抽烟、喝酒，荀为民经
常带上烟酒前去看望，金妈妈
每次都准备一桌好菜。酒到酣
处，情难自控，想起光荣牺牲
的儿子， 老人总是泪流满面。
“为民儿， 德勇生前最喜欢吃
红烧肉了，那时家里穷，一年
都吃不上几顿 ， 现在他不在
了，你就多替他吃几口吧。”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何
况是扛过枪、 流过血的军人。
但在家人、朋友印象里，荀为
民却很“爱哭”。

范妈妈去世时，荀为民流
了3次眼泪。 第一次是接到老
人去世的电话，第二次是看到
老人的遗体，第三次是老人火
化时。每次，荀为民都哭得撕
心裂肺，他说，过去自己经济
条件不好，让爸妈跟着自己吃
苦， 如今条件慢慢好转了，爸
妈却一个个离开人世 ， 这个
“儿子”，他当得不够好，还有
遗憾。

近年来 ，8位烈士中 ，6位
烈士的父母已经与世长辞。荀
为民为每一位老人送终，让每
一位老人都走得风光、 体面。
尽管已帮烈士尽了孝，但他与
烈士家庭的联系并未中断，逢
年过节依然上门看望烈士的
家人，还帮烈士金德勇、范敬
年的妹妹找了不错的工作。

◆初心◆

退伍后，荀为民在一家保
险公司干业务员，每个月工资
虽然不多， 但加上伤残金，过
过自己的小日子绰绰有余。

然而，荀为民却过得近乎
“寒酸”，衣服是“新三年，旧三
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 有一
次， 兜里揣着刚发的工资，荀
为民想买件衣服 ， 准备掏钱
时 ，一张 “购物清单 ”掉了出
来。他一拍后脑勺，自言自语
道：“下个月就是中秋了，还没
给爸妈买礼物呢。”

这张“购物清单”写着：范
妈妈身体不好，需要买些营养
品； 金爸爸喜欢抽烟喝酒，这
两样都少不了……

1990年，荀为民和爱人张
春红步入婚姻殿堂。成家过日
子，处处都需要花钱。起初，荀
为民瞒着爱人， 替烈士尽孝，
钱总是入不敷出。

时间长了，爱人再也忍受
不了，一怒之下关上房门 “审
问”荀为民。荀为民自知再也
隐瞒不下去 ， 于是交待了实
情。 正当他准备接受责备时，
爱人却拉着他的手说：“为民，
咱们夫妻俩这么久了，难道你
还不知道我的为人吗？像你这
样重情重义的男人，打着灯笼
也不好找啊！”

一句话让荀为民眼圈发
红。从此，在尽孝的路上，荀为
民有了新“战友”，夫妻俩常结
伴前往烈士父母家中，陪着老
人聊家常，其乐融融。

十年前，宝应退伍战友徐
新林因病去世，那时，他的女儿
正在扬州上大学， 家庭经济困
难。 张春红从丈夫口中得知情
况后，二话没说，取出三千元，
女儿也拿出自己的零花钱，一
家人陪着战友女儿，买新手机、
新衣服，为孩子缴足学费。

荀为民爱看故事片，特别
爱看关于英雄的故事片。可每
次看到军人牺牲时，他总会关
上电视机 ， 将自己锁在书房
内。起初，女儿荀亚不解，张春
红耐心解释道：“爸爸曾经也
是一名军人，会想起当年战友
牺牲的场景，会想起牺牲战友
的父母，他心里不好受。”

而爱人和女儿不知道的
是，荀为民也从烈士父母身上
得到了一份特别的慰藉。在自
己的父母去世后，这份慰藉愈
发强烈。正如这些爸妈离不开
他，他也离不开这些爸妈。

每次提到家，荀为民总是说：
“我有两个家，一个有我的爱人和
女儿，一个有我战友的家人。”

两个家，两重情，两份爱。
有人问， 这两个家哪个最重
要？他说：“哪个都放不下。”

两个家 ， 都连着同一颗
心，一颗不忘为战友尽孝的初
心！

活动流程
（一）签到、净手：本次活

动采用毛笔实名制签到。有的
雅友可能是第一次拿起毛笔，
相信大家都有不一样的体验。

（二）抽一枚属于自己的
花笺，花笺上会有一行对联。
请在一片花笺中找到自己手

中花笺的上下联。 拿到对联
细细阅读或提笔给当下的自

己或者对方写几句话吧。
（三）焚香沐手、敬拜天

女 ：设小几案，上置茶、五子
（桂圆、红枣、花生、瓜子、榛
子）时令水果等物，鲜花束红
纸置于瓶中，瓶前设香炉，女
子净手焚香祭拜、祈愿。

（四）乞巧雅趣。
吃“巧巧饭”
穿针乞巧

抓豆比巧

（五）刺帛翻为画，绣线
可作诗 | 刺绣手作雅集

3 综 合 2018年8月1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李文明 责任校对：王容海 美术编辑：蒋萍萍

电话：87863164邮箱：kanyzbjb@163.com

本报讯 （朱惠娟 李文明）
正在热播的《延禧攻略》里的刺
绣元素抓人眼球，将东方美学与
清宫文化完美结合。 七夕将至，
不妨拿起绣花针绣一幅精致的
手帕， 那些说不出口的爱意，借
一方手帕来寄托。本报“茶味人
生”栏目联合和敬文化开展七夕
雅集活动， 七夕节当天 （8月17
日）18:30-20:30， 在扬州和敬文
化（文昌西路双博馆东音乐厅南
50米）举行，本场活动人数限30
人， 感兴趣的市民抓紧报名，报
名电话：17318896089。

农历七月七日是传统的七

夕节，其起源于对自然的崇拜及
妇女穿针乞巧， 故又名 “乞巧
节”。所谓“乞巧”，就是向织女星
乞求智巧。后来，牛郎织女的传
说使其成为象征爱情的节日，到
今天它被当成“中国情人节”。

“七夕节，除了情人相约外，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女孩做出精
巧的手工作品互相欣赏、 评比，
古称‘斗巧’。”扬州和敬文化相关
负责人郑蓓蓓说，手帕在中国的
起源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时期
称之为“巾”。手帕自古以来就是
男女之间传递爱情的媒介，不妨
拿起绣花针一起绣一幅精致的

手帕，那些说不出口的爱意，借一
方手帕来寄托相思。也恰好能体
现出传统女性的温柔与细腻。

“毋庸置疑，刺绣作为一门
艺术技能，渗透了无数古代女子
的聪明智慧和美好的愿望 。”郑
蓓蓓说， 此次刺绣手作活动，雅
友可以现场亲自裁剪， 缝合，刺
绣，从一块未经修饰的丝帛到古
韵天成的艺术品，现场更有刺绣
名家详细讲解苏绣 （扬州刺绣）
经典的刺绣技法，雅友们从针法
的运用到绣线的颜色，再到图案
的完成，一针一线，图案跃上薄
纱团扇，感悟传统女红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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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茶味人生”栏目联合和敬文
化开展七夕雅集活动———

不写情词不献诗
一方素帕寄心知
现场有刺绣名家讲解苏绣（扬州刺绣）经典刺绣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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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新零售
企业以互联网为

依托 ， 通过运用大数
据 、人工智能等，对商
品的生产、流通与销售
过程进行升级改造，对
线上服务、线下体验以
及现代物流进行深度

融合的零售新模式。

扬州光明地产

栏目冠名

本栏目媒体联盟

《人民政协报·茶经》
《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

《中国经济导报》
《茗边头条》
《茶传媒》

《禅茶一味》
《茶贵人》

《中国茶网》
（排名不分先后）

本栏目协办单位

扬州市绿杨春茶叶协会

扬州市大自然茶业有限公司

极白扬州茶叶有限公司

扬州一品香茶业有限公司

仪征市俞姐姐茶叶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后）

线上线下互通
在苏宁和大润发买的电器价格统一

这两天， 如果你去逛超
市卖场， 会发现一个显著变
化：一向“低调”的家电区域，
面积扩容、颜值飙升、“内涵”
十足。

在西区大润发， 面积约
600平方米的家电区域焕然
一新，新锐家电3C品种多达
数百种。每一件商品前，都有
一个二维码身份证， 手机扫
一扫，商品性能、产品优势以
及价格一目了然， 还有一个
超级客服坐镇———苏宁帮客
一站式售后服务。 消费者既
可以手机下单，送货到家，也
可以在线下门店体验购买。

“无论柴米油盐，还是智
能家电， 进一家店就能满足
需求、 享受专业服务了。”市
民王莉莉正在挑选一款曲面
电视，她说，这款产品线上刚
上市，就能在超市里体验到，
产品更新真快， 还有导购的
专业帮助。

王莉莉说，看得出来，商
家在细分产品的延伸上做起

了文章。 超市卖场也正从满
足生活所需向引领品质生
活、美好生活转变。

“虽然在卖场里 ，但3C
区域的品项、 价格以及服务
由苏宁易购管理。”西区大润
发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次苏
宁和大润发的“联姻”，不仅
能更好地发展和丰富大润发
的产品线， 且能利用现代化
技术满足年轻一代消费者的
个性化需要。

“8月3日，邗江广陵两家
苏宁大润发店试营业，8月18
日， 六家苏宁大润发店将全
面铺开。以后，消费者在苏宁
和大润发买的电器， 价格和
促销活动都是一样的， 没有
差别。”扬州苏宁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 而且与苏宁线下门
店一样， 享受苏宁自营大家
电30天包退、365天包换、免
费送货安装及专业售后服务
等优惠政策， 这将带给消费
者新一轮便捷又实惠的消费
体验。

强强联合
在大润发享受到家电3C的一站式购物

苏宁与大润发两家商业
巨头这场“联姻”如何展开？

“简单来说，我们两家将
进行数据分享，平台共享，货
源分享，市场的合作。”扬州
苏宁相关负责人解释到，此
次“联姻”采用联营模式，充
分发挥各自优势。 苏宁擅长
精细化的品类运营， 大润发
有更多的场景。 大润发有强
大的客流量， 苏宁将提供供
应链集中采购的货物， 以及
苏宁在家电3C市场上多年
积累的市场经验。 苏宁的入
驻， 使得消费者在大润发能
享受到家电3C的一站式购
物方式。

“对于苏宁与大润发的
合作，背后其实是‘新零售’
的商业逻辑。” 业内人士表

示 ，何为新零售 ？就是企业
以互联网为依托，通过运用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 ，对商
品的生产、流通与销售过程
进行升级改造 ， 对线上服
务、线下体验以及现代物流
进行深度融合的零售新模
式 。说白了 ，线上线下和物
流结合在一起，才会产生新
零售。

该人士表示， 在这场新
零售对战中， 各业务线正打
通业务边界，品类互补，对于
消费者来说也是最直接的收
益，无论是购物的选择，还是
体验都将更加便捷。“苏宁与
大润发在家电3C领域的合
作只是双方合作的第一阶
段， 未来的拓展空间仍值得
期待。”

通讯员 茂刚 实习生 王奕文 本报记者 赵天

一个是家电巨头，一个是零售大佬，联手开启共享
模式会怎样？ 距离6月21日苏宁与大润发宣布开启战略
合作已逾一个多月， 双方合作进入密集落地期。8
月18日，扬州六家苏宁大润发店将同时开业，

“变身” 后的门店会给扬州消费者带来
什么？ 合作模式又将给扬州商业

发展带来什么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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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村的喜悦
▲丰收，是宝应县丰收村村民几辈人

的盼望。如今，丰收人勤劳致富，尝到了丰
收的甘甜。

2018年8月9日，宝应县丰收
村柳编织加工厂，村民们在忙着
编织柳条水果篮。目前，正是各
种水果上市的高峰季节，宝应县
丰收村柳编织加工厂村民加班
加点编织各种系列水果篮销往
苏州、上海、浙江等地。据了解，
该村充分利用当地树木资源丰
富的优势， 大力发展编织加工，
帮助120多名留守妇女、残疾人、
老年人掌握手工编织柳篮的手
艺，实现就地就近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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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柳匠有绝活
▲看， 宝应县丰收

村男柳匠有绝活， 熟练
地挑选着柳条， 编织着
柳篮。

女柳匠也不赖
荨看， 女柳匠们巾帼不让须眉，

个个柳编手艺精巧。

图片专题摄影：王卓 沈冬兵

（上接1版）同频共振、同向发
力， 共同做好旅游这篇大文
章。要凝心聚力，发挥好桥梁
和纽带作用。旅游业辐射带动
能力强，发展空间巨大，随着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旅游
大消费时代的到来，旅游产业
跨界融合的特征愈发明显，融
合发展已成为趋势和主流，要
充分利用社会组织的特有优
势， 搭建协调各方的平台，为
旅游业发展凝聚更多的力量。
要秉公守正，发挥好监督和约
束作用。协会要在主管部门的

指导下，积极参与制定行规公
约，完善行业自律体系，加强
对全市旅游行业的规范管理，
通过构建政府主导 、 部门推
动、协会引领、企业参与的发
展格局，把扬州打造成为全国
诚信旅游市场的典型和样板。

张卫国在讲话中说，近年
来在扬州市委、市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扬州旅游业呈现出强
劲的发展势头，在旅游产业综
合实力提升、旅游体制机制创
新、旅游项目建设等诸多方面
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形成了许

多亮点。对扬州旅游产业的发
展和旅游协会今后的工作，他
希望，要把握机遇，充分认识
发展旅游的重要意义；重视协
会力量，构建功能更加完善的
组织框架；突出特色，打造更
有魅力的扬州品牌 ； 注重品
质， 发展更有质量的全域旅
游；广开渠道，建立更具活力
的旅游人才队伍。

中国旅游协会， 苏州、盐
城等兄弟城市协会发来了贺
信。各县（市、区）、相关部门负
责人，省内兄弟市旅游协会会
长以及来自全市“旅游+”单位
的近400名代表参加大会。

聚焦聚力推进全域全业全年旅游

三十多年坚守一句“生死诺言”

“中小创”指数表现强势
A股低开高走大幅反弹新华社电 受多重利好因素

鼓舞，9日A股低开高走、 大幅反
弹。 上证综指盘中一度冲上2800
点整数位， 创业板指数和中小板
指数表现强势，涨幅双双超3%。

承接前一交易日下跌惯性，
当日上证综指以2729.58点低开。
下探2726.22点后沪指开始单边
上行， 盘中一度冲破2800点整数
位，可惜未能站稳。尾盘沪指收报

2794.38点，较前一交易日涨50.31
点，涨幅为1.83%。

深市表现明显强于沪市。深
证成指收报8752.20点， 涨252.98
点，涨幅达到2.98%。

创业板指数大涨3.44%，收
盘报1497.61点。中小板指数收报
6036.14点，涨幅高达3.49%。

股指强劲反弹的同时， 沪深
两市个股普涨， 收跌品种总数不

足200只。 不计算ST个股和未股
改股，两市逾60只个股涨停。

行业板块全线飘红。 软件服
务、IT设备、通信设备、电子设备、
航天国防板块涨幅领先。

扬州刺绣。资料图片

� 大润发享受到家

电3C的一站式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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