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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地处江苏沿海中部袁水网纵横袁生态资源十分丰富袁拥有太平洋西海
岸最大的生态湿地遥 近年来袁射阳大力实施绿色生态旅游建设袁尊重自然尧顺应
自然和保护自然袁科学合理开发利用自然遥 在保护滩涂生态的同时袁实施一片
林工程袁建设沿海绿色生态走廊袁全县林木覆盖率达 28.6%袁先后荣获野国家园
林县城冶尧野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冶等荣誉称号遥

中国最美休闲度假胜地———射阳之绿色生态

跃跃圆版

跃跃猿版

跃跃4版

本 期 导 读

天南地北射阳人

★2016年 3月 18日，省发改委副主任汤明
海来我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2016年 3月 23日，市委副书记戴元湖、
副市长吴晓丹率市有关部门负责人来我县视察绿

色射阳建设工作。

★2017年 3月 18日，我省江北首家心脏病
学“院士工作站”———射阳县人民医院陈义汉院士

工作站举行揭牌活动。

★2017年 3月 21日，省水利厅派员来我县
考核 2016年度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执行情
况。

★2017年 3月 24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王小红来我县调研“6·23”灾后重建工作情况。
★2018年 3月 23日，市人大调研组来我县

调研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渊唐琳整理冤

杨树森袁射阳县兴桥镇人袁原江苏双山
集团公司高级统计师袁2003年到北京定居袁
并担任杨梅律师事务所顾问遥 杨树森在北
京杨梅律师事务专为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免
费咨询袁 十几年来由他接待咨询的业务超
过了十万人次遥然而袁在野业余冶时间袁他笔耕
不辍袁先后在叶人民日报曳叶大地曳叶人民论坛曳
叶儿童文学曳叶演讲与口才曳等报纸尧杂志发表
散文尧小说尧论文多篇袁编著了叶中国古代廉
政故事曳叶怎样使孩子健康聪明曳 等书籍遥
2018年 9月袁 还出版了研究治理交通拥堵
的专著叶破解拥堵袁车辆转租曳曰11月袁又出
版了探讨格律诗写作的叶格律诗密码院平仄
及其补救曳遥 今年袁中短篇言情小说集叶在那
遥远的地方曳亦将问世遥

杨树森今后的写作计划更让人刮目相
看院他打算十年之内再出十本书袁平均每年
一本遥 初拟的书名分别是院叶新韵白话格律
诗曳渊四本冤尧叶格律诗名篇败笔曳尧叶高人高
招曳尧叶名人急智曳渊三本冤尧叶第三者曳尧叶草根观
点曳遥十年十本书袁届时袁杨树森将越过古稀袁
步入耄耋袁然而袁他的文笔还是一棵常青树
吗钥必定还是青的遥因为袁这棵树是植根在健
康的土壤里遥老杨血压不高袁血糖不高尧血脂
也不高遥他为什么能老当益壮钥健康使然遥而
健康的身体袁 又与科学的生活方式息息相
关遥老杨没有不良嗜好袁他烟酒不沾边袁与麻
将扑克无缘袁而且心态好袁自爱爱人袁自乐乐
人遥 杨树森不停地向别人输送快乐袁自己也
从中得到快乐遥 这对健康非常有益遥

杨树森退休十几年袁一直担任北京杨梅
律师事务所顾问袁正常上班袁免费为全国各
地的农民工进行劳动纠纷咨询遥 2012年袁陕
西的一个姓张的残疾人从固安慕名前来咨
询遥此时袁天色已晚袁老杨见其返回乘公交不
便袁便亲自叫了出租车袁且帮他付了车费袁将
残疾农民工送了回去遥 2018年 4月袁海淀一
陌生女子打来电话袁 请他代写离婚起诉书袁
并且发微信给他遥 提到离婚文书袁老杨还有
一段佳话遥 2017年 5月袁南苑机场一对夫妻
请老杨代写离婚协议书遥老杨在离婚协议书
上额外加上了一段话院野父亲和母亲都是孩
子心目中最伟大的人袁其榜样作用对孩子性
格的形成至关重要袁无可替代遥信其人袁则信
其道曰信其道袁则循其步遥 为孩子成长计袁双
方约定袁都不在孩子面前说对方的坏话遥 要
撒播阳光到别人心中袁 总得自己心中有阳
光遥冶男女方深受感动袁当场落泪遥双方都承
诺积极进取袁不沾恶习袁以丰满的形象带动
和影响孩子遥 两人虽然离婚袁然而却和睦相
处遥

杨树森不患得患失袁面对不幸袁泰然处
之遥 2010年 6月 10日袁网络骗子一下从他
老伴手里骗去了 54万元遥 这可不是一个小
数目袁当时在北京市郊可以买一套像样的房

子遥全家人多年省吃俭用的积蓄就这么不翼
而飞袁谁接受得了钥 老伴悔恨交加袁转辗反
侧袁整整一夜没有合眼遥为此袁他一边做老伴
思想工作袁让老伴安心睡觉袁一边向海淀区
万寿路派出所报案遥为了缓解老伴的烦躁心
情袁他居然赋诗一首院野无从棒喝没良心渊指
诈骗犯冤袁 有望刑拘上法庭遥 想到青山仍属
我袁不愁柴火鼾声鸣遥 冶

杨树森重视环境遥 环境与健康息息相
关袁他的认识十分深刻遥 他在自家住所门口
摆满了吸纳废弃的吊兰袁郁郁葱葱袁满眼碧
绿曰室内袁窗台上袁墙角边袁衣柜头袁也拥挤地
摆放着芦荟尧绿萝等花草遥对此袁老杨也有诗
作院野雾霾攻肺不留情袁制氧青山梦里寻遥 常
住北京一载载袁自鸣床铺在森林遥冶杨树森睡
眠好袁不知失眠为何物遥 他说袁失眠袁多半是
懒出来的遥 起先袁卧床时间过剩袁以致睡不
着袁其后酿成了恶习遥老杨卧床时间额定袁从
不多卧遥 他开足马力工作袁疲劳了袁说睡就
睡袁一分钟进入梦乡遥早晨眼一睁就起床袁即
使严冬也是如此遥 小时候养成的习惯袁一以
贯之袁到了老年还是这样遥 他写的两首诗也
很有意思遥

儿时隆冬起身二首
小序：老家苏北，濒临黄海，且河道纵

横，池塘密布，空气湿度大。所以寒冷对于人
的难受度非常严苛，零下十多度。

渊一冤
一醒床下站，裸体笑严寒。
先套铁丝袜，再穿冰裤衫。
不屑炉火近，偏好雪人玩。
最冷演习过，寒窗便不寒。

渊二冤
窗外雪腾烟，房檐凌露尖。
光胸掀被北，赤脚书橱南。
先备一砚墨，再着双铁衫。
比起冬泳者，斗寒还一般！

杨树森平时还有个爱好袁 那就是唱歌遥
老杨说院野唱歌是有节奏的体内按摩袁能冲开
人体横膈膜袁这种功能是其他任何一项运动
都代替不了的曰唱歌能扩大肺活量袁提高呼
吸功能曰 唱歌能够释放有助静心的荷尔蒙袁
活动到许多平时很难活动到的脸部组织曰唱
歌能调气尧运气尧养气遥 冶他每天都练歌尧唱
歌遥有一次袁老杨外出一些日子回来袁隔壁烟
酒店老板问院野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唱歌钥 冶
老杨以为唱歌干扰了他的生活袁 赶忙道歉遥
谁知老板却说院野挺好的袁挺好的遥 这几天未
听你唱袁我们反倒不习惯了浴 冶

祝愿杨树森健康长寿袁文笔常青袁一年
一本书如愿问世浴

文笔常青杨树森
本报通讯员 王冠成

◆3月 16日，市委召开落实省委巡视反馈

意见整改工作推进会。我县在县行政中心二楼

会议室设立分会场，组织收看收听会议实况。县

委书记唐敬，县委副书记、县长吴冈玉等参加射

阳分会场会议。

◆3月 18日下午，县委书记唐敬在上海会

见前来参加盐城（上海）跨国公司合作交流会暨

中韩（盐城）产业园投资说明会的重要客商代

表。唐敬与客商代表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沟通。

◆3月 19日至 20日，县委书记唐敬到湖

南中车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并

就中车时代新材料叶片项目加快推进及碳纤维

制品项目尽快落地开展深度交流。在湘期间，唐

敬考察了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动力谷工厂、技术中心等地，并与公司总经理杨

军就双方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3月 22日上午袁 沐浴着明媚春
光袁记者来到县城小洋河畔袁只见低
垂的绿柳掩映着簇簇红花袁春风吹拂
过湖面泛起层层微波袁已建成的亲水
平台上行人如织袁处处春意盎然遥

野如今的小洋河是越来越美了袁
水越来越清了浴 冶牵着宠物狗在河边
漫步的市民黎丽丽喜滋滋地对记者
说遥 她的一番话语瞬间让记忆重回几
年前遥 那时这条贯穿县城东西 10公
里的小洋河野奄奄一息冶袁河水浑浊不
堪袁垃圾淤积袁已然成了一条野臭水
沟冶遥 究其根源袁因为城内污水管网建
设不完善袁污水处置能力较弱遥 虽县
相关部门花 野重金冶尧 花大力气去整
治袁然而未见明显成效遥 针对这一现
状袁2017年袁县住建局尧水利局等相关
部门秉承野猛药去沉疴冶的信念袁决定
野从头开始冶袁将小洋河整治作为全县

黑臭水体整治的重点工程进行实施遥
常言道袁野万事开头难冶遥 经过前期的会办尧调研袁无

数个日日夜夜的反复勘测袁最终敲定叶射阳县建成区黑
臭水体综合整治实施方案曳遥 仅 2017年就投入 3.7亿
元袁围绕提升污水能力处理袁对县城 76.3公里污水管网
进行全面排查尧测绘尧清淤尧维修曰实施小洋河两岸县城
核心区 11.21公里截污管道袁 堵住两岸生产生活污水
野入河口冶遥 同时袁重点对县城建成区范围内渊东至滨湖
大道袁南至开放大道袁西至机场路袁北至北三环冤的 24条
黑臭水体进行综合整治遥 野截至目前袁小洋河综合整治
工程包含截污纳管尧驳岸修复尧清淤疏浚等工作袁现已
完成全部工作量遥 冶县住建局建设科工作人员唐卫东在
谈及小洋河相关整治工作时如数家珍袁 言语中透露着
自豪遥
黑臭水体整治关乎百姓生活安康袁 关乎百姓用水

便利遥 而小洋河的整治只是黑臭水体整治的一部分袁此
项工作仍在有序推进遥 据相关部门统计袁经济开发区实
施整治的曙光河和大兴河正在进行桩基础和部分驳岸
施工袁 按照排定施工计划袁 预计 4月底完成全部工作
量曰合德镇实施整治的木材河尧工区河尧航道河尧燃化河尧
红旗河尧晨光河尧轧花河尧丰收河尧黄海大沟等河道已完
成清淤疏浚工作袁河道的截污尧生态修复设计与施工一
体化工程袁 正在进行清运杂土垃圾尧 人工开挖驳岸基
础尧河道淤泥标高复测等工作袁按照施工合同袁预计 5
月底完成全部工作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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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范媛媛冤3 月 22 日上
午袁我县在县行政中心十二楼会议室召开安
全生产工作紧急会议袁传达中央和省市关于
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最新要求袁部署落实危
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检查工作遥县
委书记唐敬主持会议并讲话遥 他强调袁要牢
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袁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
作袁执行最严格的安全生产制度袁维护安全
生产良好形势袁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
加坚实有力的保障遥

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响水 野3窑21冶
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
理就救援工作作出的批示精神曰听取相关部
门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遥就做好当前危化
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袁 唐敬要
求袁 全县各层各级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
念袁严守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遥 充分认清安
全生产的严峻形势袁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
弦袁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和头脑清醒袁把安全
生产放在首位位置袁以雷鸣之势开展安全生

产工作袁严格按照规范要求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袁切实把各种安全风险估计更充分袁把各
类安全隐患排查更到位袁把各项安全措施准
备更扎实袁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
的发生遥

唐敬强调袁 要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袁
严格按照省委尧省政府关于切实做好危化品
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的紧急通知要求袁
逐条逐项落实到位袁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
痹思想遥对安全生产责任措施落实不到位的

企业袁该整改的要坚决整改袁该关闭的必须
坚决关闭袁坚决把隐患消灭在萌芽袁把事故
控制在未发遥

唐敬指出袁要执行最严格的安全生产制
度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尧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尧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
的要求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
和野一岗双责冶袁狠抓监管责任落实袁坚决不
留责任盲区袁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可
控遥

县召开安全生产工作紧急会议
唐敬主持会议并讲话

3月 21下午袁在长荡镇连盐铁路沿线附近的云安村
农田里袁300多名村民在苗圃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袁大家或
两人一组袁或三五搭档袁搬运树苗尧挖坑刨土尧扶树培土遥
虽然辛苦袁但大家各个精神抖擞尧干劲十足袁道道工序做
得认真仔细,忙得不亦乐乎遥

野春回大地袁现在正是植树造林的好时机遥为进一步
提升全县绿化率袁打造绿色景观走廊袁我们旅投公司在
铁路两侧流转了约 2800亩土地袁 主要栽植中山杉尧池
杉尧落羽杉等经济适用林木遥 冶正在忙碌指挥的项目负责
人陈凯对记者说道袁野为尽早完成绿化袁我们在 2月份就
开始规划植树袁预计四月初就可以完成植树任务遥 冶

野一棵树袁一片绿荫袁生态优势金不换遥 为确保种一
棵活一棵袁栽一片成一片遥 我们和中标单位分别派出专
门人员在现场进行指导袁严把苗木的质量关遥 冶说完袁陈
凯拿起摆在地上的一棵树木向记者展示道袁野所有调购
过来的苗木袁都必须在 24小时内进行栽植袁以保证苗木
的新鲜度遥此外袁在苗木栽植的时候袁每一个树塘下面都
会施撒一定的有机肥袁为苗木成活提供必需的营养遥 只
有这样袁我们才能进行浇水和后期的打支架工序遥 冶

野连盐铁路客流量大袁在铁路沿线植树造林袁有利于
展示我县良好的生态环境形象遥 因此袁我们在铁路沿线
的公路尧河堤附近主要栽植桂花尧广玉兰尧红叶石楠等品
种袁营造一个多彩射阳形象遥 冶长荡镇农技中心副主任翟
学武告诉记者袁野在村民的家前屋后栽植以经济林果为
主袁主要种植桃树尧梨树等品种袁不仅能够绿化环境袁还
能为村民增加一份额外收入袁可谓一树多耶用爷遥 冶

让火车行驶在绿色走廊里
本报记者 王中印

原生态的国家级丹顶鹤自然保护区树木葳蕤的金海林场

天蓝水清的射阳河畔生态区

消费维权的忠诚卫士

向更深远的太空迈进

叶共产党人刘少奇曳
央视黄金档重磅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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