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邮有句古谚叫“过了年，忙种田”。
2月19日，农历正月初八，记者来到界首
镇连标葡萄专业合作社采访。

见到连标葡萄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曹
富鲜时，她正与工人们在草莓园里忙碌
着。“别人过年，我们忙年，因为春节期间
前来采摘草莓的顾客络绎不绝，草莓供不
应求，所以我们全家都没有休息。”曹富鲜
满心欢喜地说道。

曹富鲜今年43岁，已从父亲曹连标的
手中接过“接力棒”，担任理事长，负责合
作社的所有事务。曹富鲜坦言，从事农业
生产经营，尽管很苦很累，但为了父亲的
梦想她必须挑起这个担子。“这是草莓棚、
这是火龙果棚，那是葡萄棚。”曹富鲜当起
向导，带着记者“逛”起了葡萄园。

在一座葡萄大棚前，记者看到棚内空
空如也，没有任何作物，颇感疑惑。“这个
棚原来栽种的老品种葡萄全部铲除了，这
两天正准备栽植新品种葡萄树苗，这是外
出学习回来后研究作出的决定。”曹富鲜
介绍说，她们家每年都要“全家总动员”外
出参观学习。这次决定淘汰原栽品种是
因为该品种每到发育膨大的关键时期，恰

遇我们当地的梅雨期，不仅严重影响葡萄
生长发育、迟滞上市时间，而且还会影响
葡萄品质和口感。 曹富鲜通过学习遴选，
发现新的葡萄品种不仅能赶在梅雨期到
来前发育成熟，而且可以提前上市销售，
填补市场“空档”，卖出好价钱，于是便在
年前对十多亩老品种葡萄树苗进行了铲
除。目前，经过多年优选，连标葡萄专业
合作社栽植的葡萄品种以欧亚和欧美两
大系列20多个品种为主，具有高品质、高
产量和高效益的特点。

“种好葡萄，不仅苗要好，而且设施
也要跟上！”曹富鲜告诉记者，2018年冬
的那一场雪灾，几乎压垮了连标葡萄专
业合作社的所有钢架大棚，造成了重大
财产和经济损失。为此，她痛定思痛，投
资百万元对葡萄园大棚进行提档升级，
全部采用了优质钢架，提升了抗极端天
气灾害的能力。同时，合作社新上了节
水灌溉设施，一改过去大水漫灌，充分掌
握葡萄特性，待葡萄渴时、缺力时，肥水
同施，精准滴灌、喷灌，此举既节水又节
约成本。据了解，目前连标葡萄园面积
共有200多亩，曹富鲜虽然没有进一步

扩张，但是她开辟和拓展了一系列发展
新模式：改革合作社入股方式，52户社
员全部资金入股，不参与经营管理，到时
分红，有社员参与葡萄园务工，还可获取
另外报酬；发展线上销售，目前已占到整
个销售量的50%左右；发展“葡萄+”，先
后引进上马葡蛙套养、葡萄园乡村游、葡
萄园家宴中心等项目。

“葡萄个头不是越大越好。”曹富鲜近
年来把培育精品葡萄作为主攻的方向，同
时致力向中高端市场发展，精益求精打造
葡萄精品。据她介绍，做精品葡萄，就是
要让葡萄生长“随人心所欲”，从生长期限
到一串葡萄有多少粒、糖度有多少都可以
精确控制，同时根据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
实施“定制”，一斤一串的、二斤一串的等
等不同称重，满足不同需要。 ”只要沉下
心来干，我们葡萄园也一定大有作为！“曹
富鲜对今年的发展充满信心。

记者 葛维祥

葡萄园里话春播
本报讯（通讯员 韩晨歌 记者 文正）20日晚，

位于我市经济开发区的江苏德润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110千伏德润变电站扩建项目成功投运，该项
目的建成是市供电公司积极做好重大项目用电服
务工作的缩影。

据悉，110千伏德润变电站是一所服务于光伏
企业用户的专用变电站，也是我市招商引资重点项
目配套。此次扩建工程新投运一台40000KVA三
相有载调压油浸式变压器，拆装调试室内部分GIS
组合设备。作为市供电公司新年以来第一个开工
建设的工程项目，该公司各部门同心协作，严格按
照年初工程进度协调会的要求执行，逐一对接设备
生产厂家，落实工程实施细节。积极履行服务承
诺，该公司输变电工程业务部施工人员在新年第一
个工作日通宵作业，抓重点、破难点、抢节点，科学
合理地组织施工；与参建单位紧密协作，现场专业
人员运用“排除”思考法对投运操作过程中出现的
缺陷进行及时有效排除，顺利完成110千伏德润变
电站新增的2#主变投运工作。此举进一步优化了
经济开发区的电网结构，提高了江苏德润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的供电可靠性。

2021年，市供电公司根据全市重大项目建
设进一步优化电力服务，做好对接服务，深入开
展现场走访活动，调查客户用电需求，协助客户
解决用电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向客户明确用电业
务办理的工作流程，确保客户用电及时；超前介
入，主动服务，为重点项目、工业园区前期建设
用电提前做好准备，科学合理开展电网规划，加
强电网配套建设，全面提升高邮地区的供电可靠
性和电压质量。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完成重大项目电力配套
工程15个，进入施工阶段5个，工程筹备阶段9
个。通过强有力的工作，全力助推重大项目早落
地、早投产、早见效。

市供电公司积极服务地方重大项目建设

110千伏德润变电站扩建项目成功投运

本报讯（记者 朱亚萍）近日，由中国新闻摄
影学会县市传媒分会主办的“美丽中国”全国融
媒聚焦“阳明文旅”摄影采访采风活动获奖名单
揭晓，我市融媒体中心多幅摄影作品获奖。

“美丽中国”主题摄影活动，是中国新闻摄
影学会县市传媒分会的品牌活动，已在全国各
地举办多次，对于宣传祖国风貌、助力经济发
展、促进县市传媒新闻摄影交流提升，具有积
极的作用。

本次“美丽中国”全国融媒聚焦“阳明文旅”
摄影大赛于2020年6月在浙江余姚举办，是中
国新闻摄影学会县市传媒分会年度大型活动之
一。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
报》《经济日报》《人民摄影报》以及全国各地县
（市、区）的百名专职融媒体摄影记者一起领略
余姚的独特魅力，感受姚城的自然之美、人文
之美、发展之美。

据悉，高邮融媒多幅摄影作品获奖，分别为
图片版面《美景美人 红村红火》获三等奖（《高邮
日报》2020年 7月14日三版，作者：夏在祥，编
辑：张维峰），《书中自有黄金屋》获三等奖（作
者：王林山），《蓬勃》获佳作奖（作者：夏在祥）。
其中《美景美人 红村红火》图片版面中，有余姚
古朴的房屋瓦舍、喜获丰收的杨梅林、挥洒辛勤
汗水的家园建设者、自觉分类投放垃圾的普通
市民，等等，图文并茂地展示了全国文明城市余
姚的美景美人，照片内容丰富、构思巧妙、立意
深远，给人以美的享受。

市融媒体中心多幅作品在全国
“美丽中国”主题摄影大赛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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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谭萌 记者 朱亚萍）近日，记
者从市妇联获悉，扬州市实施的“春蕾计划”先进
典型揭晓，我市妇联获优秀组织奖，是扬州地区
唯一获此荣誉的县市妇联组织。

据悉，近三年来，市妇联通过积极创新活动
载体，落实三项合力，促进困境儿童关爱行动取
得实效，共计发放各类困境儿童资助金250.9万
元，惠及1390余人次。形成政策合力，制定出台
《全市妇联系统关于做好最贫困家庭帮扶工作的
实施意见》，对全市最贫困家庭中的义务教育阶
段儿童进行全面排查，制定一对一帮扶政策；形
成社会合力，促成爱心单位成立春蕾班，广泛动
员爱心企业捐资助困，引导爱心社团开展关爱行
动；形成系统合力，发挥市妇联组织优势，在全市
妇联系统开展“99公益捐”活动，累计捐款20万
元。同时，加强与困境儿童的情感交流，分别在
临泽镇和黄渡社区实施“把爱带回家相伴共成
长”公益项目，爱心妈妈与受助儿童一对一关爱
结对，双学双访、助学助成长。

市妇联获扬州“春蕾计划”优秀组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