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陈建康冤连日来,海通镇芦鱼港居委会
五组种植菊花的农户纷纷开始采摘菊花尧出售菊花遥 居民刘
德林告诉笔者袁 他家今年种植的 2.5 亩菊花已卖了 1.1 万
元遥

海通镇种植菊花已有四五年时间袁 部分群众对高产高
效的菊花生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袁留足苗床袁精心培育袁在
菊花生长的中后期袁及时做好化除尧施肥尧打顶以及病虫害
防治等遥 镇尧村对群众自发种植菊花给予鼓励和支持袁及时
组织部分种植户到洋马镇菊花生产基地参观学习袁 邀请洋
马镇菊花种植大户来海通传经送宝遥 镇农技中心及时做好
生产技术辅导袁进村入户指导农户适期采摘菊花尧及时销售
菊花袁调动了群众种植菊花的积极性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该镇
芦鱼港尧中尖尧南洋尧沟浜尧射南等村居都有种植菊花的农
户袁全镇菊花种植面积达 1800 亩袁其中芦鱼港居委会四尧五
组就有 700余亩袁亩平收入达 4000多元遥

海通镇

千亩菊花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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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果累累的金秋季节袁当你步入临海镇集镇袁最直接
的感受莫过于集镇和村庄变得更干净了袁 人气和商业气
息变得更旺了袁大街和小巷变得更好走了噎噎

年初以来袁 临海镇围绕完善集镇功能尧 提升集镇品
质尧做活集镇经营目标袁统筹抓好集镇规划尧建设尧管理三
大环节袁突出品质提升袁在做优尧做美集镇建设上取得更
大进展袁全力打造生态人文相融尧产城融合发展的商贸重
镇遥

培育集镇经营活力
野小城镇建设必须站在更高的起点袁方能永葆长久不

衰的魅力遥 冶该镇党委政府班子成员深谙个中道理遥 规划
是集镇建设和发展的第一道工序遥 该镇完善集镇总体规

划袁已初步构建野两纵两横冶四条主动脉和若干支路毛细
血管的集镇规划网络遥 同时积极招引客商投资参与集镇
开发袁启动园区邻里中心建设袁盘活锦绣嘉园等集镇闲置
资源袁继续推进临海派出所尧交警中队搬迁工程袁不断增
强集镇活力遥

兴一座城镇袁强一域经济袁富一方百姓遥 该镇党委主
要负责人告诉笔者院野我镇将产业作为城镇发展的重要支
撑袁大力招引电子商务尧服务外包尧现代物流等一批经营
性服务业项目入驻袁着力打造贸易型特色城镇袁让临海成
为名副其实的区域商贸中心遥 冶

优化集镇精细管理
野现在我们临海镇街道的经营户全部入户经营袁路面

比以前宽敞多了尧通畅多了袁人行道上也没有乱摆乱放的
东西袁没有一家摆出来的袁店铺也整洁了袁整个街道的面
貌焕然一新袁比以前好看多了遥 冶在临海镇集镇从事粮油
经营的王成怀满意地道出该镇集镇精细化管理带来的新
变化遥

年初以来袁该镇以全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契机袁集
中整治集镇环境袁开展整治摊位乱摆尧车辆乱停尧建筑材

料乱堆等野三乱冶行为袁落实门前野三包冶遥 严打违章建筑袁
实行违章拆除铁腕化袁做到露头就打袁严格执法到位袁坚
决打击违章建筑袁 遏制违章搭建遥 常态长效推进市容管
理尧交通管理尧市场管理和小区管理袁针对重点区域和重
点时段袁群众投诉集中的问题及区域袁加强管理袁细化任
务部署遥对学生上学尧放学袁农民工上下班等重点时段袁城
管队人员加强对集镇周边及主次干道交通秩序的管理和
维护袁实施定岗管理遥

提升集镇宜居水平
小镇是否宜居袁百姓感受最直接遥 日前袁从苏南务工

返乡的临海镇居民张丽在该镇刚下车袁 就惊喜地发现院
野街道铺上了沥青袁新划了标线袁路口安起了红绿灯袁真可
谓耶一年一个样袁两年大变样爷哦浴 冶

年初以来袁该镇全面推进集镇污水尧雨水管网改造袁
集中处理生活污水遥 重点提升园区道路尧 临坍路沿路绿
化袁建设市民广场袁让居民娱乐尧休闲尧健身有了好去处遥
挖掘集镇农民画尧剪纸尧刺绣尧红色历史等文化元素袁打造
集镇文化小品袁丰富集镇内涵遥

百年小镇绽芳华
———临海镇大力推进集镇建设纪实

本报通讯员 李春辉

本报讯渊通讯员 成麟祥冤年初以来袁盘湾镇农家书屋
从投入尧内容尧管理尧交流等方面常抓不懈袁使农家书屋真正
成为村民科学致富的野加油站冶遥

为方便群众阅读图书袁 该镇文化站切实加强硬件设施
建设袁配备必要的桌尧椅尧电脑等用品袁营造安静整洁的读书
环境袁让农民心情愉快地读书学习遥 同时袁为了吸引群众读
书袁该镇还经常调换书籍袁购买报刊袁确保书籍报刊内容丰
富多彩尧与时俱进遥据介绍袁该镇农家书屋的书籍报刊袁兼顾
了不同层次群众的阅读需要遥在增加网刊种类的同时袁加大
种植尧养殖等农业生产技术方面书籍的收藏量袁提高农民的
致富水平遥

该镇还加强农家书屋的日常管理袁选派专人管理袁保证
每天定时开放袁让村民随到随看遥此外袁该镇还大力扩展尧延
伸农家书屋功能袁借助农家书屋这一平台袁组织不同规模尧
不同形式尧不同内容交流会袁受到广大农民读者的欢迎遥

盘湾镇

农家书屋，农民致富“加油站”

人间十月凉爽
天袁正是葡萄采摘时遥
10月 13日清晨袁晨曦
初露遥 在合德镇凤凰
高效农业示范园内袁

一拨又一拨游客来到向兰葡萄园采摘葡萄遥 葡萄园负责人陈向
兰告诉记者院野今年袁葡萄园里种植的葡萄有红宝石尧夏黑尧洪罗
沙等品种袁口味好尧形象佳袁深受游客欢迎袁慕名前来采摘的县城
游客越来越多遥 冶

据随同记者采访的镇农技中心负责人介绍袁 凤凰高效农业
示范园建成后袁陈向兰在该园承包了 100多亩土地建起葡萄园遥
为了将种植效益最大化袁她尝试了葡萄尧草莓尧西瓜尧辣椒尧西葫
芦等果蔬的立体种植模式袁提高了单位产量袁增加了收入遥目前袁
向兰葡萄园是该镇规模较大的葡萄园遥

在陈向兰的带领下袁记者走进葡萄园袁只见葡萄架一个连着
一个袁绿叶当中一个个白色的果袋引人注目遥露在外面的葡萄个
个饱满圆润袁让人垂涎欲滴遥 野近几天每天来葡萄园采摘游玩的
平均有三四十人遥 今年我种植了 40亩葡萄袁每斤葡萄售价在 3
元左右袁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遥 冶陈向兰高兴地介绍遥

远处传来一阵欢快的笑声袁记者循声而去遥正在和家人一起
采摘葡萄的来自县城的张先生告诉记者袁 他是这个葡萄园的常
客袁每年葡萄成熟时都会带着孩子到这里来采摘葡萄遥 野今天是
周末袁我带小孩出来转转袁亲近大自然袁让他们体验体验生活袁增
加一些生活积累袁丰富他们的生活阅历遥 冶

葡萄园里游人欢
本报通讯员 韩珍梅 记者 杨向东

什么事让农民最开心？当然是庄稼喜获
丰收！他们通过春天、夏天的努力，用汗水耕
耘灌溉，收获了硕果累累的金秋，农家院里满
满的谷子，果园枝头挂上七彩的水果，农民们
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连日来，我县突
出农民的丰收情感庆祝丰收节，让节日意义
更加凸显。

农民增收致富了，幸福感获得感增强了，
乡村振兴的步伐才会迈得更大！让农民喜庆
丰收，通过节日表达自己内心的愿望，这样的
仪式感会让他们倍加珍惜农业带给他们的幸
福，感觉到在农村也能收获更多美好的前景。
庆祝丰收，除了要尽情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
更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来传递广大农民的心
声，增强大家对农业前景的展望，尤其是帮助
新生代的农民对农村新兴产业产生更大的兴
趣。这样，对农业文明的发展、农村产业的壮
大、农村乡愁的凝聚，都能起到促进作用。

用丰收喜庆农民节日更有意义。全县不
少镇区举办的农民丰收节，除了将各镇区农
耕文化进行一次展示外，也让脸朝黄土背朝

天的农民感受到了当好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快乐。大家通过节日
展示各种农业成功，感受到当地农村的快速发展，农业创新、农
业发展让更多的农民看到新时代的农村倍加美好，尤其是激发
了年轻农民热爱农村的情感，很多年轻人重返家乡投身到农业
建设当中来，成为农村乡村振兴的后备力量。

因此，我县不少镇区大张旗鼓地以农业丰收、乡村振兴、脱
贫攻坚为主题庆祝农民自己的节日，这对于我们的启发也很大：
全县经济要强大，离不开农业这个板块，农业要振兴离不开乡村
这片热土，只有农村这片热土上不断产生向上的力量，才能有效
化解空心村、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等方面的问题，增强更多年轻
人对农村的责任担当，主动留在农村大展宏图，那么农村的脱贫
致富才会更加充满力量，农村的前景才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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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袁在长荡镇袁谈起野中国好人冶尧敬老院院长周
守伟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袁乐做野草根冶宣讲员的
事袁人们都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为他点赞遥

作为一名从事敬老工作的民政人袁 不经意间袁他
从村书记岗位到敬老院任院长已 19年遥野敬老人如父
母袁视服务为天职冶袁这是他 19年前的承诺遥

19年来袁他自认为袁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袁但是
组织和社会给了他很多荣誉遥 周守伟先后当选野盐城
市党代表冶袁获评野中国好人冶袁被表彰为野全省民政工
作先进个人冶尧野全国民政系统劳模冶袁获野江苏省道德
模范提名奖冶遥 他所在的单位还被表彰为 野江苏省文
明敬老院冶尧野江苏省三星级敬老院冶遥 面对荣誉袁他深
感责任更大袁在照顾好每一位老人的同时袁觉得更有
责任宣传好党的方针和政府的惠民政策袁 传播正能
量遥

谈起他与宣讲工作结缘袁还得从 2015年说起遥那
一年他被表彰为野最美射阳人冶后不久袁就接到上级通
知袁要他参加野最美射阳人冶事迹宣讲遥 说句实在话袁
接到通知的那一刻袁他的心情高度紧张袁因为一是缺
乏这方面的专业理论水平袁 二是从未讲过普通话袁三
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遥 他试图回避袁但是回不了袁也
只好硬着头皮上遥 第一次走上讲台袁他就一直告诫自
己袁镇静尧镇静尧再镇静遥 还好袁在他第一次面对话筒袁
用了近半个小时时间汇报工作的过程中袁多次响起热
烈的掌声遥 是这些掌声鼓励了他尧支持了他袁才使他

能与宣讲工作结缘遥 就这样袁他从事宣讲工作的过程
从害怕到从容袁从应付到喜欢曰宣讲的足迹从机关到
学校袁从单位到农村曰宣讲的内容从最初的汇报工作
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袁再到宣讲党的十八大尧十九大
精神遥 几年来袁周守伟在不断加强学习尧努力掌握理
论知识的同时袁还利用每次机会袁主动上台宣讲袁锻炼
自已的宣讲能力遥

为使宣讲工作能贴近基层接地气袁宣讲内容贴近
实际易接受袁周守伟尽最大可能用身边人身边事来扩
大宣讲效果和影响遥 长荡镇是远近闻名的孝老爱亲
特色镇袁先后涌现出以野江苏好人冶董少成袁野盐城好
人冶谷远松等为代表的先进典型遥 为充分利用这些典
型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孝老爱亲传统美德袁他将他们
的事迹编写成好人故事袁讲给老人们听遥 现在每月逢
一的日子便成了敬老院约定俗成的集中学习日袁老人
们都会不约而同聚集在一起袁读书看报并听他宣讲党
的方针政策和好人故事遥 他还在不同场合宣讲这些
好人故事袁通过宣讲在全镇上下形成了学好人尧争做
好人的浓烈氛围遥 近年来袁该镇有 12人获评野最美射
阳人冶袁42人获评野最美长荡人冶遥

为了传递野孝老爱亲冶野接力棒冶袁他还向全镇获得
过镇尧县尧市以上荣誉的野好人冶发出倡议袁开展野好人冶
结对传帮带活动袁2018 年 11 月成立了全市第一家
野好人冶志愿者服务队袁先后筹集爱心款 4.8万元袁用
于扶危济困遥

周守伟：乐做“草根”宣讲员
本报通讯员 陆海英 张建忠

1尧 在土鸡群
中放几只大公鸡袁
可以有效提高鸡
群的活跃度袁比例
为 1比 15就可遥

2尧 时常添加
一些富含高蛋白
的昆虫尧 粉虫尧大
麦虫等改善鸡的
饮食袁这些其实都
很便宜袁有的比饲
料也便宜袁或者选用自配料袁玉米尧大豆尧麦糠等粗粮遥

3尧如果圈养的话袁地上放点沙子袁鸡没有牙齿袁吃沙子能
能帮助消化遥

4尧饲料中添加 2%的膨润土袁能有效提高鸡的体重袁并且
可以减少饲料成本遥

5尧保证饲料有营养袁不用发霉的饲料遥 有些人觉得饲料
一次性购买便宜袁但是你还得考虑放不放得住袁发霉的坚决
不能给鸡吃袁容易得腺肌胃炎遥

6尧保证土鸡的饮水袁不能断水遥

土鸡养殖技术要点

为改善群众居住环境袁近年来袁
我县全面启动农村康居工程建设袁
建设了一批美丽乡村居住点袁 群众
的生活质量得到有效提升袁 人民的
幸福感尧获得感日益增强遥

上图为洋马镇贺东特色田园乡
村全景遥

左图为海通镇射南美丽乡村遥

彭岭 冯小雨 摄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颖 记者 周蓉蓉冤野我镇将坚持
以人为本尧为民服务的宗旨袁帮助引导群众转变思想观念袁
提高文明素质袁加强镇村思想道德建设袁树立新时代文明新
风尚袁加快镇村高质量发展步伐遥冶日前袁兴桥镇主要负责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遥

年初以来袁兴桥镇多点发力尧多措并举袁认真唱好乡风
文明野进行曲冶袁取得一系列成效遥从各村居实际情况出发制
定村规民约袁并结合两户一家联创联评活动袁对野好人好事
好风气冶以及野不道德的人和事冶进行评议袁做到好人好事人
人夸尧歪风邪气人人抓袁促进群众道德水平的提高袁营造一
股团结互助的村风曰在全镇开展推进乡风文明活动袁倡导树
文明节俭尧个性现代的婚嫁新风袁树厚养薄葬尧科学文明的
丧葬新风袁树艰苦奋斗尧勤俭节约的节俭新风袁树崇尚科学尧
反对迷信的文明新风曰通过张贴文明标语尧开设政府微信公
众号尧微信朋友圈等形式袁宣传弘扬文明新风尧树立文明新
规尧推行文明新事遥 强化舆论监督袁传递野以俭为荣尧以奢为
耻冶的价值理念曰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袁举办
群众喜闻乐见尧参与积极性高的文体活动袁引导群众倡导先
进文化袁传播社会正能量遥

兴桥镇

唱好乡风文明“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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