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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燕妮 徐良观

“直臂绕环”“侧屈伸展”“前
平耸肩”，随着音乐的优美旋律，
人们精神饱满，动作到位。伸臂、
耸肩，侧屈，一丝不苟。

入夏以来，夜幕刚刚降临，南
沈灶镇果蔬椒乡心湖公园几盏路
灯把广场照得通亮，兆丰居委会
的居民们纷纷来到这里，开始了
每晚必修的功课——做健身操、
跳广场舞。

兆丰居委会地处集镇所在
地，是原先的永丰和沈灶两个村
合并而成，加上集镇人口共有
6300 多人。过去这里村民每到
夜晚，除了看电视就是打麻将，打
麻将打了玩玩倒也罢，可偏偏有
居民来“真金白银”。有的在晚上
酗酒，不醉不丢碗，还有的年轻人

泡网吧。党总支书记马华平决定
让群众自觉解决这个问题，带领
居委会一班人走村串户征求意
见，居民们一致要求把“倡导先进
文化，积极参加文化体育活动”写
进村规民约第六条，召开居民代
表会议，获得一致通过。

文化活动得有场地和设备，
居委会决定将晚上跳广场舞的地
点放在果蔬椒乡心湖公园。这里
环境宜人，交通便捷，景色优美，
位置在全村适中。这个决定得到
了广大居民的积极响应。站在队
伍前排的妇女主任兼文化员周书
平除了天天来参加活动，还积极
做好服务工作。刚开始缺音响，
她不怕麻烦天天将村里的音响带
到现场；活动场地光线不足，她又
向马华平反映，得到了书记支持，
增装了两盏路灯。“农民在生活富

起来后，希望像城里人一样求知
求美求乐，公园广场健身操活动
正是顺应了这一民意。”周书平的
话道出了得到大家支持的缘由。

“刚开始，舞蹈队没人领头，
我们就请 70多岁的沈宇明出面
指导。”马华平介绍。沈宇明是热
心民间文体爱好者，他积极组织
健身操队伍。每天坚持站在队伍
前面领舞，他舞姿潇洒，动作到
位，深得大家好评。七组居民王
世林也是健身操传播的热心者，
他为参加跳舞的居民购买了手
套、服装等，并经常从网上寻找并
下载适合大家练习的新舞蹈，每
晚早早来到心湖公园指导大家练
习。七组居民沈卫红坚持每晚主
动为大家拿音箱、放音箱，不叫一
声苦。

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活动吸

引了心湖公园周边居民，每晚前
来参加跳舞的群众多达 300 多
人。这里有党员干部、有普通居
民、企业老总和学校老师和学生。

新风拂过，变化显而易见。
村规民约“约”出了兆丰居委会的
欢乐祥和。健康的文化生活陶冶
了人们的精神情操，，提升了人们
的生活品位，过去那些赌博酗酒、
邻居之间吵架等不良现象也随之
减少。

风成于上，俗形于下。“党员
干部的言行举止，对村规民约的
实施，对社会风尚的养成，对健康
文体活动的开展，具有带动示范
的效应。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
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既是文
体活动的领导者、推动者，又是实
践者、示范者。”兆丰居委会党总
支书记马华平说。

兆丰居委会村规民约“约”出欢乐祥和

记者 叶海慧

动物粪污，于人而
言，脏且臭，于农作物
而言，却是极好的养
料，营养、生态。新街
镇的丁俊杰着眼冷门
行业，化粪为宝，走出
不同寻常的创业之路。

丁俊杰创业是偶
然，却也是敢想敢做的
结果。

丁俊杰早年丧父，
初一还没念完就被迫
辍学，谋划生计。15
岁开始，他就到工地打
工，用稚嫩的肩膀扛砖
头、扛水泥，同时也扛
起自己的未来。稚气
未脱的少年，懵懂、不
服输，心中积蓄着一股
蛮劲，苦活累活不怕，
只要能挣钱就行。18
岁，无需再掩藏年龄找
工作，他从工地跳槽到
一家建材公司做小工，
凭着吃苦耐劳及敢说
肯干的品性，被公司老
板越级提拔，成为公司
销售人员，至此穿着西
装打着领带全国各地
跑销售，一年收入 10
余万元。这段经历，丁
俊杰开阔了眼界，丰富
了阅历，也积累了人
脉，为后来的创业打下
坚实基础。

丁俊杰的老家邱
墩村曾是养鸡大村。
2012 年回乡，他看见
有人建起粪污处理厂，
将粪污回收、翻晒、加
工、销售，既处理了污
粪污染问题，又给大户
种植提供有机肥，同时
还能赚钱盈利，可谓一
举多得。多年的销售
经验告诉他，这是个成
本不大，却有着广阔市
场的冷门生意，但碍于
臭和脏，很多人不屑投
资，自己何尝不试一试
呢？

经过一番考察，丁
俊杰放弃一年10余万
元的工资，将几年积蓄
全部投资，创办了东台
市田源生物肥料科技
有限公司，买回专业设
备，开启创业之路。与
老辈传统的粪污发酵
方式不同，他的粪污处
理以技术为先，加入发
酵菌、除味剂，发酵10
余天即可销售。刚开
始投资，资金不足，人
手不够，收粪、拉粪得
自己上，“真是臭，一天
下来吃饭时就想吐。”
然而，臭味熏不跑一个
梦想干大事的年轻人，
反而熏出了一颗破解
难题的头脑。与老辈
依托口口相传销售的
传统方式不同，丁俊杰

依托前期销售经验，认
为客户遍及全国才是
王道。而这靠什么实
现？互联网。没有网
站，也没钱请人搭建，
夜深人静之时，他自己
上网搜索学习资料，自
学网站搭建、优化技
巧，依葫芦画瓢建出了
自家工厂的宣传网站，
如今随着公司壮大，他
交给专业网络公司打
理。除此之外，他入驻
百度、淘宝、阿里巴巴、
抖音等平台，百分之九
十九的生意通过网络
达成，如今年销售量已
达一万多吨。

走进他创办的新
街镇家禽粪便处理中
心，几乎闻不见臭味。
靠近门口处，停着一辆
物流卡车，车上已经装
好一袋袋贴着物流单
的生物肥，地面上，几
名工人在打包。这些
都是网购平台的订单，
大部分用于室内花卉、
蔬果等种植，营养无异
味，“施羊粪的火龙果
甜，鸡粪、猪粪适合橙
子、橘子和葡萄施用。”
经过多年研究，他已成
为专家，每天的零售量
在5吨左右。

厂 区 面 积 达 到
6000 平方米，拥有相
关环保资质，销售覆盖
全国各地。而创业之
初 ，也 曾 遭 遇 重 创 。
2013 年 东 台 遭 遇 大
雪，刚建起没多久的厂
房被压垮，投资的几十
万元全部化为乌有，但
是这个吃过苦的年轻
人，没有放弃。他又从
头开始，边生产边建
设，挣一点，投资一点，
再建设一点，终于在下
半年重建厂房，逐渐发
展至今，每年的盈利在
一百多万，是当初打工
的10倍，还为10多名
当地农民提供了就业
岗位。

除了售卖生物肥，
他还拓宽业务，200公
里 内 的 农 场 如 有 需
求，包工包料，既挣了
原 料 钱 ，还 把“ 服 务
钱”也拽在手里。“现
在种植户重视生物肥
使用，而且国家大力
提倡绿色、生态种植
理念，提供政策支持，
我们的市场很大，做
大做强的机会更多。”
丁俊杰了解市场，也
懂 国 家 政 策 ，他 说 ：

“这个行业，竞争大，
市场也大，只要搞定
销路就没问题。”他对
自己的创业之路充满
希望。

化粪为宝的
“冷门”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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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唐雅

夏收时节，全市81.38万亩小
麦麦浪翻滚，一片金黄。大型联
合收割机所过之处，饱满的麦穗
争先恐后地涌入，丰收的喜悦洋
溢在田间地头。

位于五烈镇的江苏惜禾现代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我市堤西
地区耕地规模最大的农业企
业。今年种植的3800亩小麦亩
平 550 公斤，比去年增产 13%。
负责人吴舒涵捧起一把温乎乎
的麦粒，闻了又闻：“今年的小麦
生产遇到的坎挺多，但收成很
好，品质也不错。”

特殊时期，这一茬来之不易
的粮食收获季显得尤为珍贵。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份沉
甸甸的丰收场景，给全市粮食
安全和老百姓端牢饭碗增添了
信心和底气，也彰显出一系列
超常规应对措施推行的决心和
力量。

从事农业工作的人都有同
感，今年的政策力度是历年来少
有的。为全面落实“稳政策、稳
面积、稳产量”要求，市委、市政
府第一时间印发了《落实粮食安
全责任制确保粮食稳产增效的
通知》，将全年粮食面积和产量
分解到各镇区，要求在做好夏粮
收获的前提下，分解落实好66.7
万亩水稻面积，因地制宜发展薯
类、豆类等杂粮生产，充分挖掘
旱地、十边隙地、沿海滩涂等潜
力，确保全年粮食面积不减、产

量不降。
不仅如此，我市还推出了系

列强农惠农政策的“红利”。出
台了关于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政策意见，进一步加大对稻麦
秸秆机械化全量粉碎还田、秸秆
收储加工利用、新购农机具等奖
补力度，持续激发各类实体推进
粮食机械化生产主动性积极
性。对种植水稻50亩以上的主
体，明确按照补贴标准不低于
100元/亩给予扶持。

众所周知，有土就有粮，耕
地健康是粮食安全的生命线。
走进五烈现代农业产业园，侧深
施肥、变量施肥等技术令人耳目
一新。园区负责人蒋维银介绍，

“在插秧时即将肥料施于秧苗
侧位土壤之中，施肥机械通过
红外传感器随时按需变化施肥
量 ，有 机 肥 施 用 占 比 能 高 达
70%呢。”纵观全市，主要农作
物配方施肥技术推广覆盖率已
提升至 95.48%，耕地质量年均
提升超过 0.2 个等级。除此之
外，今年还初步落实了水稻、玉
米、麦子万亩高产增效创建万亩
示范片 1 个、5000 亩示范片 2
个、1000 亩以上示范方 3个，旨
在通过示范引领，辐射带动粮食
生产全面增效。

针对小麦赤霉病重发态势，
市农业农村局主动出击，及早制
定防控预案，加强监测预警，多
方统筹防控资金580万元，采购
戊唑·咪鲜胺等高效药剂 51.8
吨，投入植保无人机182架，自走

式喷杆喷雾机228台，全市70万
亩小麦一次用药全覆盖，植保机
械应用率同比提高20%，小麦赤
霉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由于
准备工作充分，今年夏粮可谓虫
口夺粮。”农技人员不禁感慨道。

在走访的过程中，许多农民
反映说，当他们的粮食产后服务
能力跟不上时，市里便建成全自
动烘干线、标准粮库、公共服务
中心、集中育供秧中心及各类配
套设施。当生产出现疑惑时，农
业部门便利用微信、QQ群、农技
耘手机APP等网络媒介，邀请岗
位专家为他们解答疑难问题。
并且还加快建设农民培训中心，
购置多媒体、音响等教学设备，
打造优质水稻新品种的培训推
广“田间课堂”，带动新建稻麦科
技示范点5个，培育稻麦科技示
范户 10家……丰收是共同努力
的结果！

丰收也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近年来，我市加快推广绿色优质
高抗粮食新品种，在多品种筛选
试验、安全性种植测试和大面
积示范论证的基础上，结合专
家考察建议和生产应用实践，
大力推广丰产优质、抗逆性强
的“扬麦25号”“秦优10号”“南
粳 9108”“苏玉 22 号”等大宗粮
油新品种，全市“南粳 9108”迟
熟中粳优良食味品种推广面积
突破 30 万亩。同时，购置水稻
钵苗摆栽机、钵苗盘，应用配套
栽培技术，通过钵苗大苗摆栽，
有效破解田不平、难保水、草害

重、机插缺棵多等水稻生产难
题；与高校合作开展水稻精准
定量施肥研究，组织开展秸秆
还田+配方肥、有机肥+配方
肥、有机肥+机械深施等耕地地
力提升适用技术研究。

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技融
合，助推粮食产能提升，助力粮
仓越来越稳固。今年以来，已新
增小麦精量复式播种机40台、高
效植保机 80 台、乘坐式插秧机
80台，稻麦耕种收机械化水平保
持在 95%以上。这些智能化的
装备应用，为科技兴粮发挥了重
要作用。

粮食安全当然也离不开市场
化品牌的创建。依托“好味连
台”区域公共平台，我市积极组
织“东台大米”申请驰名商标，持
续加大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东
台大米”宣传推广力度；精心筹
备2020年东台大米节，高标准设
计和建设水稻主题公园，全面提
升“东台大米”美誉度；进一步加
大高秆稻、彩色稻、稻田画等投
资建设力度，建设观景平台，精
心筹备稻米节、开镰节等农耕节
庆活动，推进水稻种植和乡村旅
游融合发展。

稳定粮食生产，秋粮是大
头。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压实粮
食安全生产责任、抓牢作栽、耕保、
植保等各项关键措施，深推绿色防
控示范等项目建设，确保粮食稳
产增效目标任务全面完成。从春
到夏，从秋到冬，广袤的田野上，孕
育着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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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桃子成熟季。安丰镇国贸农庄内成片的桃树上挂满了果
实，压弯枝头，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

据桃园负责人介绍，每天上午是游客采摘的高峰期，一天下来有
100人左右，周末的时候更多。

今年国贸农庄共种植了 85 亩桃树，目前，品种春瑞一号已接近尾
声，露天油桃、黄桃、贡桃等品种陆续上市。这些桃子供应国贸 20 多家
连锁超市，并经过精美的包装运送到南通、浙江嘉兴等地市场。

记者 张莉琳 摄

把“米袋子”牢牢抓在手中

一幢幢黛瓦白墙的新楼房，一条条整洁通畅的水泥路，房前屋后绿树
环绕，四周环境优美怡人，安丰镇红安村紧扣古韵特色、田园风情，让水、
田、林等成为新型农村社区的自然边界，保持错落有致、水系畅通、花木
点缀的乡村特色，留住更多“乡愁”。

记者 刘进涛 摄

村头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