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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醒——今 日 天 气 本市：多云，偏北风4-6级，4℃/10℃ 大丰:3℃/10℃ 兴化:4℃/11℃ 海安:5℃/12℃

富安镇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对沿海高速富安出口至老 204 国道段进行路桥改造，提升园区配
套能力，方便群众安全出行。图为富安工业园区安乐桥施工现场，预计明年1月底完工。

记者 戴海波 摄

范爱华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
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每
次听到这首歌，总不由想起那
个温馨而浪漫的画面：那对年
逾古稀的夫妇，丈夫微笑着，推
着轮椅从我面前缓缓经过，夕
阳的余晖笼罩着他们，像一尊
雕塑。我的心便有一种暖慢慢
从心头氤氲开来。我会无端地
被他们感动，并久久地目送他
们渐渐远去的背影。

丈夫个头不高，慈眉善目，
精明能干。妻子坐在轮椅上，
白净高挑，衣着整洁，上衣每一
个纽扣都扣得整整齐齐。满头
灰白短发，向后梳得一丝不
苟。神态安详而端庄。从她的
样子看，当初，一定是个能干而
又漂亮的女人呢。

深秋的阳光静谧而温柔。
每天午后，你总能看到那对熟
悉的身影准时出现，成了小区
一道靓丽的风景。丈夫推着
车，神情专注。不时俯首与妻
子耳语着，妻子面带微笑，举起
右手指点着远处，丈夫微笑着
频频点头，以示回答。车的扶
手上，挂着雨伞和方便袋，袋里
放着餐巾纸、水杯、面包，我猜
想，这一定是出门前，心细如发
的丈夫替妻子精心准备的。

日子长了，我发现他们在
人行道上总是贴着路牙走。常
常跟回家的我擦肩而过。

一次，我从菜场回来的路
上遇见他们，心下纳闷，好长时
间都没看到他们了，忙下车打
招呼，问他们去哪儿了？妻子
右手努力撑着椅背站在路边，
原先苍白的脸上竟泛起朵朵红
晕。丈夫兴奋地说：“我们刚刚
从北京回来，在大女儿家待了
一个月。这是她第一次去北
京，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开
了眼界喽！带她逛了故宫、天

坛、天安门、颐和园，还坐了地
铁呢……”

妻子接过话茬说：“要不是
我家老杨，我的坟头早长了老
高的青草了，哪儿还能去北
京？”她的声音渐渐低下去，“中
风十四年了，他照顾我整整十
四年了，从没高声过。小外孙
都长大上大学喽！”说完她浅浅
地笑了，笑得很满足。

听着、听着，我的视线变得
模糊，不是因为同情面前这个
命运多舛的女人，而是敬佩她
身边这个不离不弃的男人。是
他，用爱支撑着她的生命；是
他，十四年来风雨同舟，用爱心
抚慰她那颗脆弱而敏感的心
灵；是他，营造一方天空，让她
陶醉在明媚的阳光里，活得从
容而温馨。他告诉我，多年前，
他是一所中学的教导主任，又
兼教毕业班数学，工作的压力
可想而知，根本顾不到家。而
妻子那时任居委会主任，基层
工作千头万绪，她起早贪黑，包
揽了全部家务，还要照顾几个
差不多大的孩子，毫无怨言。
他说，如今该他还她的情了。

丈夫推着车，贴着路牙，从
我身边缓缓离去。哦，原来妻
子是半身不遂啊。目送他们渐
渐远去的背影，我想起诗人木
心的《从前慢》，从前慢，慢到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眼前，这幅定格在我脑海

中的画面，让我感慨颇多。眼
下太多的年轻人闪婚、闪离，他
们的爱情如同一瓶冰镇饮料，
看似色彩斑斓，爽口解渴，但值
得回味的东西太少太少。

我喜欢《诗经》里的那句经
典：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喜
欢那种慢慢变老的爱情，就像
眼前这对相濡以沫的老人，那
是生活中最温暖的画面，也是
人世间永恒的风景！

相濡以沫的爱情
记者 陈娟 通讯员 吴超兰 徐海琴

创业型党组织建设是推进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先导工程。近
年来，溱东镇按照盐城“双强型”党
组织建设要求，紧扣我市“村集体
化债三年行动计划”和“脱贫攻坚
计划”，激励党员干部立大志、抓大
事、创大业，努力把创业型党组织
建设的成效体现在集体增收上、落
实到群众致富上。

该镇基本实现“村村无债、户
户脱贫”的目标。全镇 2281名党
员干部先后领办创办、参办协办经
济实体928个，带动群众兴办工商
企业和个体加工户5000多家，每
7个人中就有1个人上项目、做老
板，全镇全民创业蔚然成风。

坚持选优配强 实行能人治村

村干部是农村发展致富的“领
头雁”。溱东镇按照政治觉悟高、
群众威信高、服务能力强、纪律作
风强的“双高双强”标准，配强村级
党组织班子，推进基层书记引领创
业，班子成员率先创业，党员干部
积极创业。

该镇 13 个村 80 名“两委”成
员中，有致富能手51人，占 63%。
从返乡创业人员、外出经商能手、
高校毕业生、大学生村官中找好苗
子，重点培养后备干部100多名，

先后选拔进“两委”班子30多人。
村“两委”班子均由有创办企业经
历的、有经商经历的、农业大户、专
业户或专业合作社骨干组成。

为了大力度提升村干部基本
功，该镇先后举办各类村干部培训
班36期，组织外出参观考察12场
次，促进党员干部提升眼界，开拓
视野，增强本领。在实施“村集体
化债三年行动计划”期间，各村党
组织班子集思广益、大胆创新，实
行闲置资产认购、优质资产租赁、
公私合股经营等综合措施，帮助群
众新上工业制造、农家乐、休闲观
光等个体工商项目 11个，累计为
集体增收村平 34万元、群众增收
人平0.5万元。

同时，建立健全村级“四有一
责”体系和党组织书记目标承诺、
督查考核、双述双评、责任追究等
制度，严格落实村干部待遇稳定增
长机制、村干部工资绩效考核制
度，使村干部在经济上有“盼头”，
工作上有“干头”。

搭建创业平台 强化载体支撑

为激发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热
情，溱东镇坚持用经济的思维、优
质的服务，支持党员干部依托主导
产业、创业园区、合作社等载体，敢
创大业、带民致富。

深化“一企一策”个性化服务，

放大各类政策激励作用，支持党员
干部围绕不锈钢产业链，新办制造
项目 21个，实施技改项目 65个。
并将重点工业项目服务作为村级
班子工作要求，先后帮助金瀚电子
在“新三板”成功挂牌，帮助溱标公
司和华威公司创成中国驰名商标，
帮助6家企业创成高新技术企业。

充分发挥全镇在外能人多、资
金积累足的优势，在做大周黄、青
蒲工业园的基础上，又在草舍、开
庄两村建设农民创业园，建成高标
准厂房18幢 4万平方米。通过政
策激励、资源配套、要素集聚、精准
服务，激发民间和在外资金向二次
创业资本转化，着力引导“打工经
济”向“创业经济”转变。园区先后
共引进在外能人138名，回乡创办
项目58个。

试行“支部＋合作社（协会）”
机制，把党组织建立到农业产业链
上，成功打造“青蒲簖蟹”“溱东老
鹅”“溱禾大米”等特色农产品的品
牌效应。推广“合作社（协会）党组
织+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使农产
品逐步发展到规模化种养，全镇组建
各类专业合作社141个，发展社员
3000人，辐射带动1.3万人增收。

开展帮扶结对 释放群聚效应

溱东镇按照责任到人、帮扶到
户、措施到位要求，广泛开展“牵手

致富”“村企结对”行动。建立干部
带党员、党员带散户模式，开展以

“学习一门实用技术，领办一个示
范项目，帮扶一批群众创业，带动
一方发展”的“四个一”活动，引导
群众上项目、快致富，实现党建工
作和经济工作的有机结合、相互促
进。

按“一村一品”要求，各村建立
“一对一”创业典型培植机制。通
过广播、报纸、电视台、网站、党员
统一活动日，宣传本镇、本村各行
业的创业成功经验，让党员创业学
有榜样、干有示范，造浓“先进做给
群众看、党员带着群众干”的创业
氛围，倡树“不比楼房比厂房，不比
存款比投入，不比财富比贡献”的
创业风气。

该镇还出台创业培训、项目扶
持、立体服务、激励引导、组织保障
五大优惠政策，对创业成效显著的
优秀党组织带头人优先提拔使
用。推荐 20多名企业、专业合作
社、专业协会党组织负责人或出资
人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推荐致富带富先进个人参加省、市
劳模等评选活动，切实增强他们的
荣誉感、归属感、责任感，充分激发
全镇基层党组织干事创业的内在动
力。该镇13名村党组织书记中1人
被省委组织部、宣传部评为吴仁宝
式优秀村书记，1人被表彰为江苏省
劳模、2人被评为盐城市劳模。

溱东镇：创业型党组织再掀全民创业潮

为拓展市场，提升服务，三仓现代农业生态园流转土地，新建 20 亩连栋大棚，将种植精品蔬
菜瓜果，供游客采摘。图为工人正在建设连栋大棚。张佳 沈永红 摄

本报讯(记者 周洪悦 通讯员 林
红梅)为做好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
资源普查与收集，市农委组织种子、蔬
菜、粮油、果树等专业技术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访问当地农技人员、乡村干
部、老农、专业种植大户等，截至目前，
已征集地方特色品种和野生种质资源
合计114份，成果显著。

此次普查行动自今年6月份启动
以来，经过宣传发动、成立普查团队、
召开座谈会、组织培训学习、查阅文献
资料和实地调研，查清了各类作物的
种植历史、栽培制度、品种更替、社会
经济和环境变化，以及重要作物的野
生近缘植物种类、地理分布、生态环境
和濒危状况等重要信息。

此次收集行动在各镇农业技术推
广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重点走访了东台镇的梁洼村、三灶村、
普新村、灶南村、汪舍村；新街镇的陈
文村、堤东村；安丰镇的下灶村、大岗
村；弶港镇农场（海港农业公司）；唐洋
镇的新元村、张灶村；富安镇的龙岗
村；溱东镇的高桥村；时堰镇的新嵇村
等8个镇15个村。在征集到的种质资
源样品中，我市作为普查县征集了38
份，作为调查县征集了76份。其中，瓜
菜66份，果树5份，粮食作物22份、油
菜作物6份，耐盐作物3份，野生作物4
份，牧草2份，其他作物6份，同时填写
详细的调查表、进行GPS定位和生境
拍照存档，并将调查收集的样品送省农
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平台保存。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调查收集的
瓜类品种、百合头青菜、端午红萝卜、
下灶大蚕豆、长头红萝卜、绿扁豆、红
扁豆、白梗菜、雪里蕻、富安水芹等地
方特色品种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将
会进一步在本市开展特色地方品种的
研究和开发应用。

我市农作物种质
资源普查与收集
工作成果显著

王卫峰 徐良观

“同学们，俗话说：‘没有规
矩，不成方圆’，这是指做事要
遵循一定的法则。这句话旨在
教育人们要遵纪守法。我们玩
游戏，得遵守游戏规则；进行体
育比赛，就得遵循比赛规则；我
们读书，就得遵守学校的规章
制度和《小学生行为守则》。”12
月5日，六年级韩小函同学的演
讲，引起了全体同学的共鸣。
这是南沈灶镇小学多形式开展
系列法治教育活动的一个镜
头。11月下旬以来，南沈灶镇
小学针对学生年龄小的特点，
通过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形式
开展系列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提升了青少年学生的法治意识
和思想免疫力。

南沈灶镇小学这次系列法
治宣传活动的内容主要以盐城
东台两市教育局规定的普法内
容，主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小学生守则》为主。为
了让深奥的法治知识形象化，
该校通过各种载体和平台进行
广泛宣传，将宣传标语、法律小
常识等制作成站牌、横幅，在学
校大门口、中心通道、教学楼前、
宣传橱窗等各个区域宣传展出，

“学法知法守法”主题手抄报、黑
板报、绘画比赛、国旗下讲话开
展得扎扎实实；12月2日下午第
三节课，全校25个班级分别召
开了首个法治宣传教育主题班
会，各班高度重视此项宣传教育
活动，各班标语鲜明，课件生动，
形式多样，异彩纷呈。学校还把
法治元素渗透到各科课堂教学
中，让孩子们在学科知识中受到
潜移默化的熏陶，并评出了六年
级语文等优秀法治教案 4 例。
高年级同学集中开展了法治教
育演讲比赛，对各班黑板报进行
了巡查评比。多层次全方位的
系列活动，喜闻乐见的宣传形
式，营造了浓厚的宣传教育氛
围，使法律知识入脑入心，法律
意识大大提高。

南沈灶镇小学多形式
法治宣传入脑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