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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梅、摄影、祈运、亲子游……

元旦小长假精彩活动看过来
元旦小长假将至，各景区以及文博
部门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市民在
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尽享闲适时光。
瘦西湖
62件大师级盆景集中亮相
元旦期间，近万株蜡梅和梅花怒放
瘦西湖，市民游客可在梅海中尽情“双
梅同赏”。此外，扬派盆景博物馆为游人
—扬州盆景艺
精心准备了“负薪构堂——
术个人作品展”， 共展出62件树木盆
景， 这些作品凝聚着瘦西湖盆景大师、
徒弟们多年心血，也是传承与弘扬扬州
盆景技艺的一次集中展示。
个园
元旦亲子游园会欢乐多多
元旦佳节，也将吹响四季个园摄影

大赛最后角逐的号角，摄影师和摄影爱
好者们齐聚个园，用手中的镜头记录即
将迎来200岁生日的个园新年第一天。
此外，新年第一天，个园还将举办
元旦亲子游园会，市民不妨带着孩子来
共度欢乐时光吧！
何园
何园小翰林决赛开启
新年第一天，2018年度何园小翰
林决赛开启！ 不妨来何园见分晓吧！ 元
旦期间，何园还将在园内展出各种各样
的剪纸窗花，让市民游客领略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魅力。
扬州博物馆
绘制鹅卵石，收获特色新年礼物
元旦当天，扬州博物馆将与捺山地

本报讯 （记者 田文荟） 昨天上

午，扬州市机关第一幼儿园举行“童
蒙养正——
—在文化浸润中传承”迎新
年活动，幼儿园通过“中国节”，探索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扬州
路径。
记者昨天在现场看到，机关一幼
的各年级幼儿按照年龄特色分别开
展了具有扬州传统特色的游戏活动。
当天最吸引人的当数中班的传统艺
术进校园活动，扬州清曲、扬州木偶、
扬州评话、竹西诗词……被孩子们表
演得惟妙惟肖，专家老师的表演和点
评也让观众们啧啧称赞。

元旦， 运河三湾将披上节日的盛
装，在景区西入口的草坪上，“新年祈运
墙”欢迎每位朋友们将自己的新年愿望
写下来系在墙上。而在景区东门入口将
设置“运河文脉”的书画展示点，展示各
位书画名家笔下的运河风景、 扬州风
貌。
同时将开展“文脉寻宝”游戏，通过

2018 年元旦将至， 花都汇各种迎春的花卉和绿色 观
赏植物摆满了货架，吸引市民前来选购。
宋永根 摄

仪征真州养老服务中心开放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蒋 晓 俊 蒋 学
未）12月28日上午，由仪征市民政局
建设、广州市越秀区孝慈社工服务中
心运营管理的大型综合性市级居家

—真州养老服务中
养老服务中心——
心正式对外开放服务。 真州养老服务
中心位于仪征市真州镇大庆南路175
号，占地面积1700平方米。

运河文化的答题通关活动，市民和游客
将可以获得精美的新年礼物，“乐动新
年” 活动将通过趣味游戏装置与环节，
让大家在新年伊始一起运动。
史可法纪念馆
红梅迎春书画作品展
节日期间，史可法纪念馆开展红梅
迎春书画作品展，本次书画展共展出书
画作品26幅，题材多样，有人物、山水、
花鸟等。 展期至2018年1月30日。
此外，史可法纪念馆前不久刚完成
提升，新增了“史可法生平展”以及忠义
廊，直观生动地讲述史公故事，根据馆
藏铁炮的拓片仿制史可法当年监造的
铁炮， 陈列在场馆东北角的方亭里，使
人们宛若穿越时空的隧道，感受那段烽
记者 王蓉 吴丹
火扬州路。

冬季燃气热水器卖得好

同型号价差
最高达300多元
本报讯（记者 陈晨 詹叶青 ） 随
着天气逐渐降温， 燃气热水器使用
率和销量均出现了大幅增长。 昨日，
市物价部门公布了 《扬州市家电市
场价格监测表 （8L及以上燃气热水
器）》，数据显示，扬州目前在售的5
款热销燃气热水器价格总体稳定，
同型号不同卖场价差最高300多元，
市民购买前最好价比三家。
记者看到， 此次公布的8L及以
上燃气热水器共涉及阿里斯顿、万
和、樱花、AO史密斯、能率五个知名
品牌，价格最低的有1000多元，最高
的有8000多元。

白手起家，创立年产3亿支牙刷的龙头企业

李杨：军营中走出的创业达人
美扬州人

最

铸城市新魂 做时代新人

机关一幼
举办迎新年活动

三湾公园
写新年愿望，获新年礼物

迎新年

兴业银行启动2018年
“
三关爱大行动”
本报讯（记者 金 鑫 ） 近日，兴业
银行扬州分行联合爱心单位市福利
彩票发行中心、 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等单位共同为梅岭街道的居民送去
了温暖和相关的生活知识。
一场欢快的广场舞之后， 兴业
银行的工作人员为前来观看表演的
街道居民详细介绍了如何防范金融
诈骗的相关知识， 建议他们平时遇
到不懂的问题，多到银行咨询，并开
通短信提醒服务， 及时查看账户的
资金变动。 随后该行工作人员和瘦
西湖风景区环卫办的代表为困难家
庭赠送了大米和食用油等关爱物
资，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活动之
后， 兴业银行的工作人员还热心地
为到场群众讲解金融理财的相关知
识，吸引了许多市民咨询。
兴业银行扬州分行主动介入相
关部门举办的“三关爱大行动”活
动，该行将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开展
20场进社区活动，设立志愿宣传台，
以普及金融知识为切入点， 向社区
居民宣传金融理财、 防电信诈骗等
知识。

质公园共同举办鹅卵石绘制活动。参与
者可以画出自己喜欢的美石，收获不一
样的新年礼物。
时间：2018年1月1日上午10:00至
11:00
地点：扬州博物馆一楼文博体验中
心

他军人出身， 身上有一股敢拼敢
闯的劲；他白手起家，创立了年产3亿
支牙刷的龙头企业； 他勇于创新管理
技术，提出“6s”管理模式并实现工业
自动化生产。 李杨作为杭集三峰刷业
公司“领头人”，用自己的行动展现“亮
剑”精神。
三年军营练就创业本领
1993年冬天，李杨应征入伍，到山
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服役。在部队，他多
次受到嘉奖，第二年就当上班长。提起三
年的军旅生涯， 李杨如数家珍，
“
部队教
会我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军人作风让我
明白纪律严明，令行禁止，集体生活又培
养了我团队精神和大局意识。 ”
1997年， 脱下军装的李杨回到扬

州。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报纸上看到
有关“从事外贸国际货运是不是投机
倒把”的争论，他认准了外贸国际货运
蕴藏的商机，与家人商定辞去了工作。
正是这个小小的国际贸易公司， 让李
杨赚到人生“第一桶金”。
李杨是个“行动派”，他很快从朋
友口中听来了杭集镇牙刷产销的市场
前景。 2009年，李杨在杭集镇成立“扬
州三峰刷业有限公司”。
一年生产近三亿支牙刷
李杨告诉记者，刚刚创业的时候，
一年的订单只有一千多万元， 每个工
人只能盯一台机器，随着科技的进步，
李杨采取了工业自动化的模式， 在这
短短的几年内， 牙刷的模具从几十副
到几百副， 每个工人可看管4-5台机
器，平均每人每天生产牙刷8000-1万
支，一天的产量共80-90万支，一年近
三亿支。 同时李杨有了“尚口清”“舒适

风” 这两个自己的品牌， 也申请了专
利，现在驰名商标共有一百多个，专利
大几十个。
李杨用军事化的方法， 从领导到
员工、从公司到车间，层层建立了40多
项规章制度， 并且做到领导员工一视
同仁，建立了“整理、整顿、清扫、清洁、
素养、安全”的“6s”理念。
爱心无国界，为加纳捐赠牙刷
在企业蒸蒸日上的同时， 李杨还
热心公益，先后捐资300余万元。
李杨曾经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当
兵，在企业走上正轨之后，李杨想到的
第一件事就是资助当地的贫困儿童继
续念书。
李杨介绍，“我从一个非洲客户处
得知， 加纳有一些贫困人群还没有用
上牙刷，于是我就通过这位客户，给加
纳的一家慈善机构捐赠了一批牙刷。 ”
实习生 蒋雨洁 记者 钱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