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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戴海波）7 月 18 日，市委书记陈卫
红，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旭东率我市党政代表团赴江
阴、溧阳两市参观考察，学习两地产业转型升级、生态
文明建设、全域旅游发展、特色田园乡村等方面的先进
经验，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实干，奋力开辟高质量发
展新境界。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陈金虎，溧阳
市委书记蒋锋等分别陪同。

此次考察活动行程安排紧凑，一天时间连续奔波2
个城市，考察了8个现场。我市党政代表团首先来到
全国县域经济综合发展第一市——江阴市，参观了江
阴绿道。该工程将城区内“江、河、湖、园、林”等不同类
型的生态风光和多个历史人文景点串连一起，构成一
座面积达2万亩的环城公园。踏上红色架空步道，一
路水景相依、城市相伴，仿佛人在水边走、人在城中
游。大家啧啧称赞江阴绿道不仅是城市绿道、休闲步
道，更是一条生态廊道。长电科技2003年在上交所主
板成功上市，目前已成长为全球知名的集成电路封装
测试企业。代表团一行参观了生产车间，认为企业产
业业态新、体量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阔。
对江阴市致力发展新兴产业、培大育强龙头企业的发
展思路留下深刻印象。海澜集团是国内服装行业龙头
企业，经历了粗纺起家、精纺发家、服装当家，再到品牌

连锁经营的历程。近年来，企业不断加快转型升级步
伐，创办了以马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旅游基地，是无锡千
亿级规模的大型企业之一。代表团实地参观了企业总
部三合一展厅、飞马水城等，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
对集团坚持以创新促转型的发展路径给予高度评价。
江阴滨江公园是通过将码头、工厂等生产岸线搬迁退
让，因地制宜打造的具有工业文明记忆性的主题公
园。代表团认为江阴市严守生态底线，倒逼产业转型，
聚力生态修复，增进民生福祉的创新举措值得学习借
鉴。

在溧阳市，我市党政代表团学习考察了该市全域
旅游推进和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情况。网红打卡地——
溧阳一号公路全长365公里，它将溧阳的田园、乡村、
景区和茶舍串联成线、连成片。沿着一号彩虹大道行
驶，花树掩映，湖光山色美不胜收，乡村风情尽收眼底，
大家交口称赞“一号公路”不仅打通了溧阳全域旅游的
神经末梢，更承载着溧阳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溧阳
市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坚持因地制宜，科学定位，打造特
色。代表团一行先后参观了省首批特色田园乡村试点
村别桥镇塘马村和上兴镇牛马塘村。塘马村以“睦邻
原乡、文艺塘马”为发展定位，打造融合田园生产、田园
文化、田园居所于一体的特色田园乡村。大家走进塘

马、感受塘马、体味塘马，塘马村原汁原味的改造方式、
特有的风情风貌在每一位脑海中留下深刻的记忆。牛
马塘村以中华薯文化特色文创农业为基础，确立了以
乡村旅游与特色产业开发相结合的农旅融合发展新思
路，致力打造“一村一品”创意农业品牌特色。代表团
一行边走边看边议，为牛马塘村利用闲散民居，打造并
串联一批高端精品民宿，让“接二连三”农旅项目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的大胆实践举手点赞。

考察中，陈卫红分别与江阴、溧阳两市主要领导深
入交流。她说，江阴经济实力强，开放程度高，特别是
千亿元产业集群一直处于全省前列。溧阳市全域旅游
和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做出了精品、做出了特色，成为江
苏现实样板。两市的好经验、好做法值得东台学习借
鉴。陈卫红指出，各镇区和有关部门要以这次考察学
习为契机，进一步对标找差，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制度
创新、思路创新，聚力突破重大产业项目，努力在高质
量发展上走在苏北苏中前列。要紧扣“乡村振兴”这一
主线，突出创新性、探索性、引领性，打造特色产业、特
色生态、特色文化，塑造田园风光、田园建筑、田园生
活，努力实现“生态优、村庄美、产业特、农民富、集体
强、乡风好”的建设目标。

崔康、鲍宇、许峰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活动。

我市党政代表团赴江阴和溧阳两地考察学习

做大优势产业提升城市品质扮靓田园乡村
奋力开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境界

———— 十大文化名片系列报道十大文化名片系列报道 ————

耕耕耘天地间耘天地间
甘甜美名甘甜美名扬扬

记者 陈美林

一只瓜，一个城市的幸福滋味。
当初夏的太阳日渐升高，东台西瓜便

在全国各地叫开了，无论是北京、上海、南
京，还是香港，东台西瓜和东台方言一
样，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给异乡游子以亲
切和自豪。

这份自豪是刻在骨子里的甜。在
东台人的记忆里，夏天的那一片西瓜，
是记忆里的幸福。一剖两面，当或红或
黄的瓜瓤汁水外溢，那份诱人、那份甜
蜜是夏日最美的滋味。

关于西瓜的传入，我市民间有着种
种传说。一说是七仙女将私藏的瑶池仙
瓜种子带到了西溪。又一说是范仲淹在
西溪担任盐官时，范母喜食西瓜，他便从汴
京买来西瓜孝敬母亲，瓜种在西溪引种成

功。乡民感佩范公侍母至孝，纷纷效法，遂
成远近闻名的瓜乡。

传说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然而西瓜在
东台的千年传承，确实有着详实的史料记载。在

《宋史》《元史》的《食货志》《地理志》中，以及明清时
期的《两淮盐法志》《东台县志》中，“瓜之属”条目
里，西瓜皆列第一种，“高田好种瓜，低田能放鸭”的
农事谚语在民间广为流传。千年间，西瓜在我市民

间自由传种，农家们在自家田园里插空种几“塘”西
瓜，以“顺顺便”，或消夏降温、或赠送亲友。先人们
舍不得一次将一只西瓜吃完，而是切下一半，置于
篮内，吊之井下或浮于水缸中，留作下午从田间收
工回来降温解渴。在抗日战争期间，种植在八里风
洼草荡里的西瓜还和南瓜、冬瓜、甜瓜等“抗日瓜”
一道，支撑着新四军后方机关度过了日寇封锁的艰
难岁月。

而今在东台谈及西瓜，人们总要提到三仓。谈
到三仓，就谈到了官苴，这里是现今东台西瓜的发
源地，也是我市西瓜种植面积最广、种植大户最多
的村庄之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三仓镇官苴村七组农民不
甘守穷，在计划种植的棉花田里悄悄种下了西瓜。
野外露天生长，沙壤地力充沛，长成乌皮红瓤，熟得
一碰就“炸”。村民们用自行车驮往十里外的农场、
百里外的南通叫卖，亩收入达到千元左右，竟是棉
花的五六倍。由此，村民纷纷效仿，官苴长西瓜的
农民从最初的七组10来户人家扩散到全村。短短
数年间，全镇村村都种起了西瓜。到1995年，三仓
镇西瓜种植面积已达到8000亩，2000年则达到近
3万亩，2004至2005年时甚至超过4万亩。早在上
世纪九十年代，《解放日报》就在头版头条报道《三
仓西瓜甜遍大半个上海》。

三仓西瓜发展成功后，我市就以三仓西瓜的成
功发展为典型，在全市推进种植结构调整，发展西
瓜产业，以此作为农业大县迈向农业强县的路径之
一。东台西瓜由此迈上有纲领、有组织、有章程的
产业化快速发展之路。

翻开东台西瓜的荣誉榜，一个个可圈可点的日
子，记载着东台西瓜走出东台、名扬天下的奋发历
程。

1999年，东台西瓜成为“绿色食品”，开本地域
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之先河。

2006年，国家工商总局批准“东台西瓜”为瓜类
地理商标，为江苏第一家。同年，国家农业部命名
东台西瓜为“中国名牌农产品”。

2008年，被命名为“中国西瓜之乡”。
2014年，获江苏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商标20强。
2017年，东台西瓜评为江苏十大人气地理标志

品牌。
2018年，入选农业部“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

录。
数年间，东台西瓜已经成为我市最为闪光的名

片之一。（下转第四版）

东台西瓜销售网络

本报讯（记者 叶海慧 实习生
李慧敏）盐通高铁首座通信塔近日
组装完成，东台站新信号楼下月开
通使用。

7月 18 日，在盐通铁路工程指
挥部东台站信号楼院内，高45米的
四角钢管塔高高耸立，俯视着忙碌
的工地。写有“盐通铁路工程通信
第一塔”的红色彩绸垂挂其上，迎风
舞动。

通信铁塔是铁路无线通信和视
频摄像机设备的搭载平台，事关铁
路专用无线通信信号覆盖质量，为
列车与车站调度人员、各运营单位
间联系通畅、对铁路沿线实施全天
候监控提供保障。

由中国铁建电气化局承担施工
的盐通高铁“四电”通信工程，正线
全长 156 公里，横跨盐城和南通五
个县市区，沿线新建无线通信铁塔
48座，视频监控铁塔7座。我市境
内设一分部，承建通信、信号、电力、
接触网等设施及信号楼大院房建等
工程。

随着首座通信铁塔组装完成，
天馈线安装，馈线引下、视频采集设
备安装有序推进，与信号楼有序衔
接。信号楼内部装修基本完成，工
人正在安装通信、信号设备。在一
组组高大的信号组合柜前，几名女
工埋头于五颜六色的线堆中，用小
型焊枪耐心细致地焊接线头。整个
设备间的线路有上万根之多，一天
下来，一名女工可焊接 400 个左右
的接头。

信号楼是铁路安全运行的指挥
中心，是中枢神经所在地，内设指挥平台、通信间、信号
间等。新信号楼内所用通信设备均出自中兴、华为等中
国企业之手，产品呈现性能稳定可靠、传播速率快等特
点。目前正在安装的通信传输设备用于新长铁路，其最
大频带宽度为 10G，而盐通高铁最大频带宽度达到
40G。

按照规划，新建盐通高铁东台站将满足高铁和普通
列车同时使用，现有信号楼将被拆除，新信号楼将于8月
8日开通使用，承担盐通高铁修建期间新长铁路调度指
挥任务。待盐通高铁建成后，新信号楼同时承担高铁的
运输指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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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东升 通讯员 张继兵 何国庭）近
日，五烈镇全面接轨上海工作取得又一成果，由上海客
商投资1亿元兴办的精密五金项目正式落户五烈镇工业
集中区，项目建成后年产精密五金配件2.5亿件。

今年以来，五烈镇深入践行“两海两绿”发展路径，
紧紧围绕“两基地一公园”定位，全面接轨上海、服务上
海、融入上海，实现一二三产多点突破、互动并进的良好
局面。

该镇聚焦机车装备制造特色产业，加大和上海闵行
区的合作，跟踪有价值的项目信息。同时利用“东台大
米”获批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品牌优势，先后两次在
上海举办“东台大米”推介会，受到了上海市民的广泛青
睐，五烈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与上海多家农产品销售商签
订直销合作协议。

依托“甘港老家”景区旅游资源，五烈镇坚持走出去
与引进来相结合，不断打响甘港品牌，擦亮“老家”名
片。上半年，在沪举行的“一路走来，还是东台”旅游推
介会上，该镇与上海成功签约旅游合作项目，目前已进
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与闵行区共同开辟的江川—甘港
老年乡村旅游专线，得到了当地文旅部门的肯定。

五烈镇一二三产
全面接轨上海

扫一扫，
关 注 东 台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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