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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思思 张泽鹏

近日，台州美克机械有限公司春
节前的最后一批订单搭乘货车，通过
台州沿海高速被送至宁波舟山港，即
将出口美国。“厂门口就能上高速！
这样便利的交通，之前我想都不敢
想。”公司总经理卓立兵感慨道。

去年9月28日，乐清湾大桥及连
接线通车，拉近了温台两地距离，玉
环至温州市区只需1小时，玉环至宁
波市区只需2.5小时。

当时，正在外地出差的卓立兵一
看到这条新闻就发了朋友圈。“大家
的兴奋一方面来自对家乡的自豪感，

另一方面是看到了公司发展的美好
前景。”卓立兵说道。

“美克机械”是我市一家成长型
企业，订单以出口美国为主。乐清湾
大桥及连接线通车后，从玉环到宁波
舟山港路程缩短了 1.5小时，这也意
味着企业运输成本能够大大降低，运
输效率将得到很大提升。

区位条件的改善，也让很多客户
增加了对玉环的好感度。“以前有国
外客户来访，我们都是去上海接机
的，路上来回就得一整天，大家往往
疲惫不堪。现在，他们直接飞到温州
龙湾国际机场，1个小时左右就能到
玉环。交通方便了，连客户都夸我们
玉环好。”卓立兵说道。

面对新的发展机遇，“美克机械”
在企业技改等方面开足了马力。去
年，公司技改投入达 3000万元，是公
司成立以来投入最多的一年。

玉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也为“美
克机械”发展一路亮“绿灯”：实施“区
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审批流程精
简 50%以上，持续深化“五心”“妈妈
式”服务……

“政府的关心关怀，让我们感到
很温暖。”卓立兵说道。今年，公司即
将上马两套总价值 1500万元的铝盘
总成生产线，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
进一步做大做强。

而对于玉环漩门湾景区而言，乐
清湾大桥及连接线通车也带来了更
多的游客流量。据统计，去年国庆该
景区游客量高达 15万人次，创下新
高，大部分游客来自温州、宁波、上海
等方向。

“借助沿海高速这一东风，春节
我们将会迎来更多的外地游客。应
对景区游客递增的现象，我们也对景
区基础设施进行了全方位提升。”漩

门湾景区负责人吕华说道。
将自驾游改成搭乘小火车的观

光体验游，增设 10艘画舫开辟水上
游览航线，新建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
科普馆，扩建景区停车场……

“我们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建
设，以及贴心的旅游服务，希望游客
在景区能有更好的游览体验，也让我
们漩门湾景区的口碑和美誉度随着
沿海高速一路传播出去。”吕华说道。

玉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舒
欢表示，新的一年，玉环经济开发区
将主动抢抓“沿海高速通车”这一宝
贵机遇，依托群策群力谋招商、集中
力量谋项目、深耕景区谋突破等实效
举措，大干快上、翻篇谋局，不断夯实
玉环新城攻坚阵地，不断集聚城市商
气人气，确保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0亿元以上，为湾区经济建设注入
源源动力。 王敬 李辛王鸿义

玉环经济开发区：

抢抓湾区新机遇新城翻篇开新局

本报讯 对于“90后”台湾青年
杨苡苓而言，今年春节有点不寻常
——她和父母、姐姐留在玉环过年，
这也是他们一家人第一次在玉环过
团圆年。

杨苡苓一家是台北人，目前她和
父亲在玉经营一家台湾商品体验馆，
主要销售台湾水果、休闲零食等台湾
食品。姐姐在美国发展，母亲在台湾
工作，家人分居各地，一年难得团圆
一次。

“我们家几乎每年都会在不同的
地方旅行过年，今年因为在玉环有一
个新项目，所以想留在这边过年，感
受一下玉环的春节氛围。”杨苡苓说
道。趁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她想带着
家人到玉环各处游玩一下。

2月 5日大年初一，杨苡苓和妈
妈、姐姐来到漩门湾观光农业园，刚
一下车，迎接她们的是景区门口一场
以神农炎帝传说为情节的“神农祈福
礼”。紧接着，母女仨观看了魔幻舞
剧《神农传奇》。她们还在园区内逛
了一圈，热闹的还有红红火火的灯笼
长廊，以及小猪佩奇、中国结等新春
元素，这些都让整个景区充满了喜
庆、热闹的新春氛围。

游览过程中，杨苡苓和家人们乘
坐观光小火车、骑着自行车，到处走
走看看，用手机记录下全家人结伴出
行的团聚时刻。

“早就听说玉环湖面积比较大，
相当于3个西湖，过来一看果然名不
虚传。这边原生态的风景我都很喜
欢。”杨苡苓的姐姐杨苡芃笑着说道。

游玩中，恰巧有一名民间手艺人
在“画糖人”，这令母女仨兴奋不已，
好奇的驻足观看并品尝了一番。“这
都是小时候的回忆了，在台湾不太有
机会吃到糖人，没想到在这边能买
到。味道很好，师傅手艺也很厉害。”
杨苡芃一边开心地说道，一边和妹
妹、妈妈分享糖人，尝着甜甜的麦芽
糖，母女仨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这次在玉环过年，全家人感受到
了浓浓的年味。“街上挂了很多红灯
笼，还有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美丽的
烟花，玉环的春节真的很热闹。”杨苡
苓说道。

杨苡苓全家还受玉环朋友邀请，
一起过除夕、吃年夜饭。“看到他们四
代同堂，有老人、有小孩，摆了两三桌
年夜饭，然后吃吃喝喝、发红包，我都
觉得很有‘中国年’的气氛。”杨苡苓

的母亲颜愫珍说道。
“我们在台湾已经有十几年没有

这样子过年了，这样的春节让我感觉
很热闹、很温馨。家人在哪里，家就

在哪里，更何况两岸本是一家人，在
哪过年都是家。”颜愫珍说。

（王敬 李辛）

台湾青年携家人在玉环过大年

多年以后，赵长招面对现在月收
入 3000多元的稳定生活，总还是会
想起那个起早贪黑打拼攒钱、挨家挨
户偿还善款的10年岁月。

10多年前，妻子身患重病，乡亲
邻里送来 10万元救命钱，目不识丁
的赵长招托人一一记下。妻子去世
后，他一天打四五份“苦力活”，带领
2个儿子用10年时间还清债务。

如今，记账本上的百来个“勾”就
是赵长招用行动书写诚信最好的证
明。

坚持救病妻的“感人丈夫”

赵长招是芦浦镇井头村的村民，
1956年出生的他是家中长子，底下
还有四个弟妹。和那个年代多数人
一样，因为家里并不宽裕，赵长招放
弃了上学的机会，在家帮衬父母。上

世纪 70年代，赵长招与镇上的一位
姑娘结婚了，随着两个儿子相继出
生，给一贫如洗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欢
乐。

平静的生活，在 1994年的某天
被彻底划破。

那时，赵长招妻子的身体一直不
是很好，长期看病吃药，为了治病，赵
家前前后后花了不少钱，还背了债，
妻子就这样靠药“续命”了 10多年。
2004年，赵长招妻子患上肝硬化，几
经周转找到温州的一家医院，但是需
要10多万元的手术费。

20多年前，10多万元对一个农
民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妻子病重
的几年里，打工挣钱、带妻子看病、照
顾孩子……家里的一切事务都压在
了赵长招的身上。

妻子生病等钱医的消息像长了
脚一般在村子里传开了。一时间，亲
戚朋友、邻里乡亲还有一些素未相识
的好心人纷纷主动上门送钱。100
元、200元、1000元……一笔笔汇聚
着爱心的救命钱及时地送到赵长招
手中，缓解了这个家的燃眉之急。

尽管大家送钱时都说是“捐”
“送”，但每次有人给钱，目不识丁的
赵长招都会请人帮忙把账记在小本
子上，随身带着。“每个人的生活都不
容易，他们能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出面
帮助，我做牛做马也要还给人家。”赵

长招说，生活再困难，借来的钱，一定
要还，否则自己抬不起头来做人。

在赵长招的账本上，纸张早已泛
黄，有些字迹渐渐模糊，这是赵长招
随身携带 10多年的宝贝。上面的字
迹并不工整，却记录着 10多年来的
点滴恩情——金额最少的 100元，最
多的有2000元，加起来大概有3万元
左右。

很遗憾，赵长招的坚持，并没有
换回妻子的生命。妻子去世那年，赵
长招刚好 50岁。不过，这个年过半
百的男人很快振作了起来，因为他要
挣钱还债报恩。

还债路上的“拼命三郎”

赵长招的弟妹周梅芳从来没想
到，有一天赵长招会拿着一千多元钱
上门“还债”。

“大哥家里困难我们一直看在眼
里，当时嫂子生病，我们家条件也不
好就拿了点钱给他，具体多少数目我
自己都快忘了。”说起赵长招，周梅芳
的眼里满是心疼，“这么多年，我们这
个大哥就是默默打工赚钱，日子过得
比谁都苦。都是自家人，从来没想过
他要还钱啥的，没想到他还是执意送
钱上门了。”

确实，妻子去世后，还钱就成了
赵长招最重要的一件事。用他的话
来说就是，连做梦都想着还债。

10多年来，两个儿子结婚、盖新
房等，要用钱的地方一点也没少。为
了生计，赵长招每天起早贪黑，每天
都忙得像个陀螺一样，中间换过许多
工作，种过田、养过海鲜、扫过厕所
……做过各种散工，后来年纪大了，
做不了工地里的活，村里一个阀门厂
的老板将他招了过去。

这家阀门厂离赵长招的住处不
远，平时的活还算轻松，偶尔帮忙上
下车卸货，50多公斤的货物，赵长招
都是一个人咬牙扛下，这对赵长招来
说并不是件轻松的事。

“趁着自己还能动，一定要努力
把钱还上，否则最后都得压到儿子们
的身上。”赵长招笑着说。

于是，每月厂里工资发下来后，
赵长招除了给自己留几百元生活费，
其余的都对照着账本，挨家挨户地上
门还钱。不过，因为距离当年大家

“募捐”时间有点久，好多好心人或搬
家、或长年在外，大多也没有了联系
电话，赵长招的报恩过程也有些曲
折。

忙着上班，赵长招上门还钱的时
间不多，有时候找到好心人家了，但
对方不在家，白跑一趟的情况也不
少；有时候好心人都忘记自己曾借过
钱，执意不收，赵长招就把钱塞回人
家手上，随后就“跑”了……

（下转第2版）

赵长招：记账本上的百来个“勾”

□本报通讯员 林青青

正月初四，在大麦屿街道黄龙家园，来自玉城街道的一支民
间舞龙队，正在为当地的村民进行舞龙表演。

舞龙灯，在我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每逢春节期间，民间自发
组成花龙灯、狮子灯、走马灯等各种各样的舞龙队伍，采用“文化
走亲”的形式，走进村居（社区），既营造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也为广大市民朋友送上新年的祝福。 吴陈洪 摄

舞起花龙庆新春

正月初一到初五，玉环漩门湾景区举行了魔幻舞剧《神农传
奇》、三只小猪儿童剧、“新春大舞台，民俗大联欢”“远亲不如近
邻”等文艺节目，丰富了节日里百姓的生活。 吴达夫 摄

文化节目好戏连台

2月 8日，数名孩童在干江上栈台体验“丛林飞跃”。近年
来，干江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在上栈台建成全省首座滨海玻璃
吊桥及高空骑车、丛林飞跃、组合蹦蹦床等游玩项目，成了远近
闻名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春节假期每天吸引上万游客前来度假
休闲游玩。 李振宇 摄

新春假期乡村旅游热

春节假期，人们在与家人团聚的同时，也不忘抓住这难得的
空闲时光，到书店读一本好书，让自己过一个有意义的文化假
期。

丁伟摄

书城里过文化年

吴晓红吴晓红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