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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画田园泛乡愁

严寒时节袁漫步在鹤乡乡村道路上袁处
处皆风景遥 一望无垠的广袤田野,在纵横交
错的道路衬托下更显景色宜人曰 一排排白
墙黛瓦的美丽乡村集中居住点里袁 欢笑声
回荡曰 一座座以乡村旅游为主打项目的休
闲观光农业园里游人如织袁 为乡村平添几
分热闹噎噎
近年来袁我县立足乡村资源禀赋优势尧
区位交通优势尧生态环境优势尧产业特色优
势尧人文历史优势袁全面实施野旅游+冶战略袁
着力构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格局袁 逐步形
成以观光尧休闲尧度假为主体的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产业遥
设施野提档升级冶袁产业格局逐步成型
产业兴则百姓富遥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袁人们对于回归自然尧
崇尚本真的乡村生活越来越充满向往袁休
闲旅游需求旺盛袁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迎
来发展野机遇期冶遥 我县之所以选择乡村旅
游为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的主打项目袁 也正
是因为近年来旅游产业能够迅速吸引市场
野注意力冶袁继而拉动消费增长遥
合德镇凤凰农业园的日光大棚内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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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来自滨海的游客正饶有趣味地采摘成熟
瓜果袁他们时而拿出相机拍下有趣瞬间袁时
而品尝亲手摘下的新鲜果蔬袁其乐融融曰在
日光大棚外袁经由科学种植尧人工采摘配送
的蔬菜正被一一打包装箱袁 很快这些蔬菜
便会出现在各大超市乃至千家万户的饭桌
上遥 一条高效尧节能尧惠民的果蔬产业链条
已经形成遥
加快形成产业格局的前提是外部设施
的日趋完善遥 为发展休闲观光农业袁我县逐
步为园区建设野提档升级冶遥 目前袁洋马鹤乡
菊海尧合德凤凰尧海河四季果香的标准化建
设方案已经通过初步讨论曰8500 平方米的
县现代农业服务中心大楼已建成曰 合德凤
凰产业园在全市农业等级园区创建中被评
为 5A 级园区曰海河现代农业园和鹤乡菊海
被评为 3A 级园区曰引进江苏农宝斋尧梦之
缘尧 信钻食品等投资超千万元的农产品种
植尧加工项目 16 个遥
搭载野互联网+冶袁观光农业野锦上添花冶
走进新坍镇星火创业公社袁 展示架上
整齐地摆放着新坍牛肉酱尧沈氏年糕尧新坍
茶干尧生态兔肉等颇具地方特色的农产品曰
电脑旁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创客们正紧张
忙碌着院上货理货尧买卖交流尧处理订单尧包
装发货噎噎电脑上淘宝旺旺不断发出的
野叮咚冶声提示着袁一笔笔订单随即达成遥
野创立星火公社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
一户带多户尧 一店带多村的模式进行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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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销售袁 让更多群众分享农业产业链增值
收益袁 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
衔接遥 冶当选首届中国农村电商致富带头人
的星火创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沈祥容介
绍道遥 星火创业公社积极为当地群众开展
电子商务技能培训袁 引导更多村民种植绿
色富硒水稻袁提高品牌意识遥 眼下袁新坍镇
野清依食冶牌富硒大米尧野祥容冶牌年糕等产
品已成为网红爆款袁年销售额突破千万元遥
如何打开农产品的销售渠道袁 这也是
我县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始终在探索的问
题遥 伴随着野互联网+冶走进千家万户袁重点
打造的星火创业公社尧 我能工场等电商平
台袁 把农产品搬到网上袁 真正拓宽销售渠
道袁农业富民效应日益凸显遥 同时袁借助星
火公社等平台袁 我县组织沈氏农副食品加
工有限公司尧树森养蜂专业合作社尧鹤乡菊
海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的
代表企业参加第九届中国国际农业博览
会袁射阳大米尧洋马菊花尧蜂产品等优质农
产品受到首都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者
好评遥野射阳大米冶荣获野2018 年中国十大大
米区域公共品牌冶尧野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农
产品交易会参展农产品金奖冶遥
打响农业野品牌冶袁乡村振兴步履坚实
野要让乡村旅游真正成为 耶看得见巨
变袁留得住乡愁袁富得了百姓爷的富民增收
产业遥 冶县农委相关负责人谈及休闲观光农
业的发展前景袁显得格外振奋遥

不是花中偏爱菊袁此花开尽更无花遥 或
轻嗅萦绕周身的淡雅香味袁 徜徉在菊花花
海中曰 或端起微温的白瓷杯轻撮一口菊花
茶袁 扑鼻菊香令人回味无穷噎噎只要走进
洋马镇鹤乡菊海景区就可领略田园风光袁
感受自然生态袁记忆乡亲乡愁遥
为打响休闲观光农业品牌袁 激发乡村
振兴新动能袁近年来袁我县投入 1.2 亿元倾
力打造洋马鹤乡菊海现代农业产业园袁使
之成为全国最大的药用白菊花生产基地和
国家级白菊花标准化示范区遥 同时袁放大资
源禀赋优势袁 将鹤乡菊海景区打造成集观
光尧休闲尧养身尧购物尧餐饮等于一体的综合
旅游区袁先后获评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尧省
4A 级乡村旅游示范区遥
野我们两口子都在这上班袁每月收入加
起来有 6000 元袁 一年下来能挣 3 万多元袁
加上种植粮食赚的钱袁 年收入能达到 7 万
元遥 冶娇艳的菊花不仅美了乡村袁还鼓起了
农民的野腰包冶袁在菊海景区打工的洋马镇
贺东村村民李大勇给记者算起了 野致富
经冶遥 野发展乡村旅游还带火了当地餐饮尧零
售尧住宿等行业袁促进了当地农民就业遥 冶景
区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道遥 菊文化艺术节期
间还增加菊花茶尧菊花酒尧菊花点心等产品
展示袁 组织摄影大赛尧 菊花产业论坛等活
动袁让更多游客感受到菊花魅力袁让周边群
众共享发展成果遥

汇聚高质量发展强大正能量
第十二届丹顶鹤文化艺术节期间袁 我县举
渊上接一版冤
行野逐梦港海窑魅力射阳冶国际杂技交流会遥 县杂技团与中国
杂技团尧 俄罗斯国家大马戏团等国内外知名演艺团体同台
演出袁向海内外客商展示射阳文化魅力遥 宣传思想工作服务
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增强遥
文艺精品创作自觉接轨上海袁走出去的步伐更加铿锵遥
新编历史剧叶金杯窑白刃曳惊艳申城袁淮剧叶罗英访贤曳获上海
浦兴淮音艺术节优秀表演奖袁魔术叶羽曳摘得第十届中国杂
技金菊奖魔术节目奖袁射阳农民画叶乡村喜事曳尧叶采桑椹乐曳
等作品入选中国农民画优秀作品展尧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全国农民画展等全国性农民画精品展遥
以五镇十村为先导袁推进农村综合文化阵地提升建设袁
镇村两级公共文化阵地提升建设全达标遥 237 个村居共建共
享广播大平台尧道德大讲堂尧志愿服务站尧公共文化阵地尧农
民大学堂等 野五大平台冶袁3300 只农村大喇叭响起镇村新闻
联播袁200 个党报党刊公共阅读点实现公众阅读空间尧 宗教
场所尧新型社会阶层尧公共文化薄弱地区野四个全覆盖冶遥
聚焦公共文化服务薄弱地区袁全力实施野两文冶渊文化和
文明冤进村尧野三创冶渊野创美丽乡村尧创幸福农家尧创现代农
民冶冤兴家尧野三下乡袁赶大集冶等集中惠民服务袁推动文化资
源尧综合服务精准下移遥 镇村两级每月有演出尧每季有交流袁
年内送戏尧送书尧送电影尧送展览 3859 场次袁极大丰富基层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遥
去年袁射阳县野鹤乡舞韵冶代表队获省广场舞大赛盐城
赛区第一名袁并作为盐城唯一代表晋级省广场大赛总决赛袁
荣获野最佳表演奖冶袁跳出了百万射阳人的幸福生活和时代
风采遥
文化产业是地区文化活跃度尧经济活跃度尧创新活跃度
的具体体现遥 我县组织评选第二届野文化工匠冶袁积极发展小
微文化企业遥 美丽乡村草编尧中国梦盐雕作品等系列非遗主
题文创产品伴手礼成为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等高层
次会展的焦点袁部分产品已远销国际市场遥
新征程开启新希望袁新使命呼唤新担当遥 定位江苏沿海
县域前列袁 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袁贯彻落实县党代会精神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袁坚持问题导向袁坚持创新为要袁坚决把党的声
音传播好袁把射阳形象展示好袁把群众心声反映好袁奏响时
代主旋律袁全面汇聚正能量袁为谱写新时代射阳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不懈奋斗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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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本报讯渊记者 李文华冤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县
关于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总体部署袁去年袁县农
委加快构建集约化尧专业化尧组织化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方式袁全年完成农民培训 251 期 22849 人袁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 12090 人袁当年新增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率
9.67%袁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走在全市前列遥
为早日完成 野到 2020 年全县农业从业人员培训
率达 50%冶 的指标袁 县农委在统筹安排好省补资金
150 万元基础上袁 积极争取到县财政扶持 150 万元遥
根据新增新型职业农民年度培育度任务要求袁编制了
叶2018 年 射 阳 县 地 方 性 新 型 职 业 农 民 培 育 实 施 方
案曳袁叶省级农业项目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施方案曳
明确了工作任务尧培训对象尧培训内容尧组织形式尧工
作要求遥采用新型野四结合四培训冶的模式袁即院结合粮
食全程机械化袁培训种粮大户和农机手曰结合农产品
安全生产政策法规教育袁培训农药从业人员曰结合行
业新技术推广袁培训粮食尧园艺尧蚕桑尧食用菌尧农机等
从业人员曰结合重要农事时段袁培训植保防控人员尧动
物防疫员遥

新坍镇

力促农业提质增效
本报讯渊通讯员 夏阳星冤近年来袁新坍镇着力现
代农业发展袁抓特色袁抓亮点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
民袁推进新型种植模式袁严格产品质量监管袁促进农业
产业转型升级袁提质增效遥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遥 大力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袁邀请专家开设讲座袁能人大户现身谈种养经验遥 今
年来累计培育省级新型职业农民 150 人袁县级地方新
型职业农民 600 人袁短期培训 800 人袁认定新型职业
农民 75 人遥
推进新型种植模式遥 推广水稻优质新品种野南粳
9108冶2 万亩 袁 稻尧 麦尧 油 病虫 绿 色防 控 技术 15 万 亩
次遥 大力度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袁以六大农业基地为抓
手袁鼓励大户尧群众实施高产项目袁形成集聚效应遥 积
极组织能人大户参观学习稻田复合种养新模式稻要
鳅尧稻要鸭尧稻要小龙虾尧稻要蟹袁并在 8 个村居示范
推广复合种养模式遥
严格产品质量监管遥 严格按照乡镇农产品质量安
全工作要求袁加大监管力度袁日常巡查与节日检查相
结合袁积极组织开展对农资市场尧蔬菜生产基地投入
品的巡查袁并对蔬菜生产基地和农贸批发市场农产品
抽 检 速 测 袁 全 年 共 抽 602 个 样 品 袁 速 测 合 格 率 达
10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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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趁着冬闲袁没什么事儿袁来听听
课袁多学点儿科技知识遥冶2 月 1 日上午袁
顶着刺骨寒风袁合德镇罾塘村村民吴有
海早早地来到该村党群服务中心会议
韩 室袁参加该村组织的耕作及农机安全生
珍 产培训班遥
梅
从水稻保护性耕作的优势到如何
记 开展农机化作业袁从种肥的选择到如何
者 科学喷施农药噎噎培训班上袁该村请来
的镇农技中心技术员及县农委的农技
杨
向 专家就相关知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
东 解遥
野去年袁我家种了 5 亩水稻袁由于气
候原因袁水稻收成不太好遥 今年我想提
高水稻产量袁应该怎么办钥 冶近两小时的
培训结束了袁很多农民意犹未尽袁围住
专家问个不停袁吴有海也提出自己的问题遥
野除了建议你继续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外袁还可以
更换一下水稻品种遥 冶专家告诉吴有海袁选好水稻种子是
夺取丰收的一个关键袁要选择更合适当地种植的高产品
种遥
吴有海认真记下专家推荐的水稻品种袁离开了培训
现场遥 野今天没白来浴 我打算过完年就去选种子袁仔细了
解了解袁为来年的春耕做准备遥 冶
入冬以来袁该镇各村居渊社区冤都涌动着学农业技术
的热潮遥 野今年农民学习科技的积极性都特别高遥 冶该镇
农技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袁从以往的野要我学冶到现在
野我要学冶袁农民学习科技的热情在逐年提高遥 在冬闲农
业科技培训服务活动中袁 该镇除了组织传统的培训班袁
还组织现场观摩与实训尧知识竞赛尧技能比拼袁开展多种
形式的农技培训交流活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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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要要 县推进休闲观光农业助力乡村振兴纪实
本报记者

新农村

淤

盘湾镇

高效农业主打“生态牌”
近年来袁我县大力发展高
效设施农业袁充分挖掘农业增
产增效潜能袁带动更多农民增
收奔小康遥

于

临海八大家居委会

图淤兴桥镇种植户在大棚内劳作

倾力养好“脱贫鸡”

图于千秋镇农技人员在指导农民种植
图盂长荡镇农民在查看大棚韭菜生长情况
盛诚

盂

摄

大棚冬草莓田间管理技术
1尧保温 要扣膜保温袁冬草莓除大棚尧小拱棚双
重覆盖保温外袁还可采用叶面覆盖等保温措施遥
2尧 温湿度管理 定植后初期要求白天维持 2530益袁夜间以 12-17益为宜袁有利于提早开花结果遥 结
果期白天棚温不超过 20-25益袁 夜间不低于 5益(温度
调控目标为 10益)遥 相对湿度以 50%左右为宜袁以换气
透风来调节湿度遥 在采收盛期袁果实膨大时需水量大袁
应根据气候情况袁增加浇水量遥 采用滴灌方式袁每次每
667 平方米大棚需水量 4-6 米立方米袁使 5-8 厘米土
层呈湿润状态遥
3尧追肥 掌握薄肥勤施的原则袁一般用 0.5%复合
肥进行浇施袁定植活棵后施一次轻肥袁采收到 20 天左
右再追肥 1 次袁还可用 0.2%磷酸二氢钾加 0.4%尿素进
行根外追肥遥
4尧植株调整 及时摘除茎尧老叶尧病叶及采果后
的残留花萼遥 以减少养分消耗袁减少病源袁有利于通风
透光遥 选留健壮的分蘖 2-3 个袁抹去多余的分蘖袁并疏
去低级位的小花遥
5尧人工授粉 冬季棚内没有昆虫传粉袁为了避免
畸形果的发生袁要进行人工授粉遥 每天上午 8-9 时袁用
毛笔或棉球涂抹花朵袁 对提高产量和好果率效果显
著遥 如能放箱蜜蜂于棚内则效果更佳遥
6尧病虫害防治 低温多湿天气易发生灰霉病袁用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陆万里 成麟祥冤近年来袁盘湾
镇充分发挥毗盐城大市区的优势袁大力发展生态高效
农业袁挖掘农业增产增效潜能袁改善农民宜居环境袁带
动该镇更多农民增收奔小康遥
该镇致力培强农业项目袁 占地 800 亩尧 总投资
3000 万元的安石村循环水养殖项目袁 水槽已建设到
位,陆续投苗放养曰盘西尧安石正在新建高效设施果蔬
栽培基地袁裕民尧新沃设施农业面积不断扩大袁全年设
施蔬菜面积突破 2000 亩遥 投入 2000 余万元袁引入市
场化机制袁在全县率先实质化运营镇畜禽粪污无害化
处理中心曰加大野一片林冶建设袁在新沃尧塘南尧振阳村
流转土地 3000 亩建设苗木种植基地遥 裕民村结合改
善农民住房条件袁打造了元宝枫生态绿色基地袁建成
市级野森林村庄冶遥

50%速克灵粉剂 1000-1500 加倍喷雾效果很理想袁也
可用一熏灵 1 号(百菌清烟剂)袁一熏灵 2 号(速克灵烟
剂)烟熏袁或用百菌清尧多菌灵等防治袁效果也很好遥 白
粉病用 20%粉锈宁乳油 3000-4000 倍喷雾效果最佳遥
蚜虫可用蚜克星防治遥
7尧喷赤霉素 第一心叶展开袁长出 2-3 片真叶和
4-5 片真叶时各喷 1 次 10 毫克/千克赤霉素袁 可大幅
度增产袁提高果实质量袁并对增加根系干物质积累有
良好的作用遥
8尧补光处理 开花结果时用灯泡补光袁每天延长
光照 2 小时袁有利于早开花尧早结果渊大棚套小棚袁在
小棚内每隔 1 米左右设一个 45-60 瓦灯光冤遥 补光同
时使小棚内的最低气温维持在 5益左右袁 这样温度变
化平稳袁采收期可提前 20 左右遥

本报讯渊通讯员 金雅雯 张建忠冤2 月 2 日中午
1 点多钟袁 临海镇八大家居委会七组长旺畜禽合作社
养鸡场前笑声不断袁 该居委会党总支书记吕胜祥带领
10 多个低收入农户搬运泰州和赢养殖有限公司送来
的 1.6 万苗鸡进场袁虽然外面寒风凛冽袁但大家心里却
是暖洋洋的袁个个忙得不亦乐乎遥这是该居按照省打赢
打好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要求袁 实施特色扶贫项目行
动野开门红冶的一个镜头遥
近年来袁该居通过野党员+低收入农户冶以及创办
农机具有限公司等形式袁大力实施精准扶贫袁取得较好
成效遥仅去年底袁该居共脱贫 84 户遥为了让全居的低收
入农户在 2019 年实现甩掉贫困帽子袁该居在上级扶贫
办 160 万元扶贫项目专项资金的支持下袁 他们引进生
态健康畜禽养殖项目袁在环保相关部门的批准下袁长旺
畜禽合作社正式启动遥该居党总支明确由蒋卫荣尧皋古
城尧韩立成尧蒋怀苏尧吕胜华尧姜荣贵等 7 名党员为第一
责任人袁与吴金林尧陈丽娟尧汪子桂等 11 个低收入农户
结对袁建成规模达 6 万羽的现代养鸡场遥
要致富袁党员先带头遥 该居党员夫妇柏建荣尧史学
云俩人带头承包一座鸡舍袁 并手把手地教低收入农户
苗鸡饲养技术遥为了发挥能人带动效应袁该居居民付之
成尧周红梅夫妇积极响应野凤还巢冶号召袁关掉在连云港
几间自动配件营业门市袁回乡投资创业遥 截至目前袁他
们夫妇购买的 1.3 万只母鸡已经进场袁 预计今年 4 月
可见收益遥
在养殖形式上袁 该居长旺畜禽合作社与泰州和赢
养殖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袁 苗鸡以及饲料供应以及
成鸡销售全部由公司实行一条龙服务遥 4 个低收入农
户到合作社上班袁每月工资收入均在 3500 元以上遥 其
他零散用工的低收入农户每天收入在 80 元至 100 元
之间遥每座鸡场承包人上缴 3 万元租金给合作社袁这样
全年合作社共实现租金收入 21 万元袁租金收入 70%用
于全居重点低收入农户帮扶遥截至目前袁该合作社已引
进母鸡 4.8 万只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