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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鹤乡 新风新气象之一

临近春节袁家住朝阳小区
附近的居民赵莉红每天都要
去家门口新建的农贸市场转
转袁野这几天孩子们要从上海
回来了袁 得准备点过年的食
材袁 所以有空来菜场看看袁看
见啥好的就买点儿遥 冶赵莉红
说遥

赵莉红口中说的菜场袁就
是双拥南路农贸市场袁是县委
县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之一遥
尽管农贸市场新开业没多久袁
但菜市场中人来人往袁熙熙攘
攘袁买家与卖家之间袁更像是
多年邻居般熟稔袁 讨价还价
中袁也穿插着家长里短袁这里
成了附近居民买菜爱来的地
方遥 为了能买到价格便宜尧品
质又好的肉类袁赵莉红几乎转
遍了所有卖肉的摊位遥 野大妹
子袁您就别犹豫了袁看这牛排
多新鲜啊袁那熟牛肉闻着也都
香喷喷的遥 这些肉都是我进
货时一一挑选的袁保您物美价
廉遥 再说袁东西不好的话这市
场里都能查到根袁我们想跑也
跑不了浴 冶在牛肉摊主郭飞飞
的力荐下袁赵莉红用微信支付
在他这儿买了三斤熟牛肉和
六份牛排遥

从事牛肉销售生意多年
的郭飞飞袁每天都接触不同的
人袁也见证着老百姓生活水平
的提高遥 野以前过春节袁大部

分人主要购买的是蔬菜尧猪肉尧鸡蛋等袁而现
在呢袁有的人一下子就买几百块钱的牛肉袁还
有的买了不少新鲜牛排袁 准备过年在家吃西
餐遥变着花样过年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遥 冶郭
飞飞喜滋滋地告诉记者袁 现在的菜市场硬件
有了很大的提升袁这里还安装了中央空调袁再
也不用风吹日晒了遥

在水产区袁记者看到袁这里环境整洁袁水
产品摆放有序袁地面上没有水渍鱼鳞等袁俨然
成了大超市的野水产区冶遥 摊主李丽霞告诉记
者袁现在农贸市场管理到位袁若地面有水渍或
者垃圾时袁保洁员第一时间就清理干净袁环境
卫生非常好袁也吸引了市民争相前来购买袁自
己的生意自然也好了很多遥

农贸市场对接着百姓的野小日子冶袁成为
百姓贴心的野生活圈子冶袁这里不仅充满着烟
火味袁还有与时俱进的野科技范冶遥 野我们这个
农贸市场与时俱进的不仅仅是管理袁还有耶互
联网+爷遥 冶在农贸市场检查运行情况的县农
水集团市场运营负责人陈登岭告诉记者袁市
场今年元旦开业运营袁 每处摊位都设置智能
化电子秤袁并建立了产品质量检测溯源系统袁
同时配备了无线网络和 LED大屏袁便于及时
通报市场消息尧 最新菜价和宣传创文创卫等
公益宣传标语遥 野农贸市场耶摇身一变爷袁成了
兼具线上线下交易功能的新型智慧农贸市
场袁市民买菜购物也更加舒心袁这年过得能不
开心嘛浴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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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年袁庆新春袁我县野年冶的氛围
日益浓厚起来袁 城市乡村张灯结彩袁扮
靓美丽鹤乡袁展现出新年新气象遥

吴贵民 王中印 摄

图淤为步行街新年气氛浓
图于为商店悬挂新年元素
图盂为市民在购置年货

绎2014年 1月 6日，省新闻出版局纪检组长、局机
关党委书记沈辉，江苏教育出版社社长顾华明一行来我
县开展“全民阅读手拉手.春风行动射阳行”活动。

绎2015年 1月 11日，我县荣获“国家慢性病综合
防控示范区”称号。

绎2016年 1月 8日，我县跻身省级创业型城市行
列。
绎2017年 1月 10日，副市长李逸浩来我县检查砖

瓦生产企业专项整治工作。
绎2018年 1月 10日，县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成

立，并召开第一次委务会议。 渊王中印 整理冤

天南地北射阳人

本报讯渊记者 周蓉蓉冤根据省野不忘
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安排袁1月 10日
下午袁 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
会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袁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尧 中央关于全
面从严治党新要求袁 通过深入剖析违纪违
法典型案例袁以案明纪尧警钟长鸣袁教育引
导全省党员干部在自警自省尧 慎初慎微中
增强砥砺初心使命的高度自觉袁 永葆为民
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袁 走稳走好新时代长
征路遥省委书记娄勤俭在大会上讲话袁省委
副书记尧省长吴政隆主持遥省政协主席黄莉
新尧省委副书记任振鹤出席遥我县在县行政
中心二楼会议室设立分会场袁 组织收听收
看会议实况遥 县委书记唐敬出席盐城分会
场会议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吴冈玉袁县政协
主席邱德兵袁县委副书记张鹏程尧陈铁军等
县四套班子领导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遥

在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后袁 娄勤俭
指出袁 近年来省委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袁坚决肃清季建业尧赵少麟尧杨卫泽尧李

云峰尧缪瑞林等腐败分子余毒袁严肃查处党
员干部违纪违法行为袁 推动政治生态持续
好转遥 但高压态势下袁依然有人不知敬畏尧
顶风违纪袁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遥我们要
在清醒算好事业尧自由尧名誉这三本野人生
大账冶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院搞腐败必然祸
及自身袁换来身败名裂的野恶果冶曰必然殃及
百姓袁沦为群众唾弃的野罪人冶曰必然危及事
业袁成为改革发展的野绊脚石冶遥全省党员干
部一定要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尧 牢记党的性
质宗旨袁从反面典型身上汲取教训袁更加深
刻认识到腐败行为成本之高尧代价之大尧危
害之深袁以高度清醒的政治头脑尧自律自警
的强烈自觉尧克己奉公的实际行动袁走稳走
好新时代长征路遥

娄勤俭指出袁新时代长征路上袁我们始
终面临着信仰弱化的挑战袁锤炼党性尧永葆
忠诚一刻都不能动摇遥 要在深入学习新思
想中涵养党性袁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袁 紧密联
系自己的思想尧 工作和作风实际袁 真学真
懂尧笃信笃行袁努力学出更加忠贞的信仰尧
更加坚定的信念尧更加纯粹的忠诚遥要在严

守政治纪律中砥砺党性袁 党员干部无论在
什么岗位上都要明白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
产党员袁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袁都必须自觉
用野五个必须冶正心修身尧用野七个有之冶自
警自省袁树牢野四个意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
信冶尧做到野两个维护冶遥 要在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中淬炼党性袁切实增强自我革命精神袁
严格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袁 用好批评和
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袁不断勘误纠错尧校
正言行袁 在反求诸己中炼就 野金刚不坏之
身冶遥

娄勤俭强调袁新时代长征路上袁我们始
终面临着脱离群众的危险袁牢记宗旨尧执政
为民一刻都不能偏离遥初心上偏移一寸袁行
动上就会失之千里遥 党员干部一定要时刻
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袁 干任何工
作尧 做任何事情都要把群众利益摆在最高
位置袁以坚定的人民立场袁牢牢守住稳定尧
安全尧生态尧廉政四条底线遥 从政为官的价
值不在于得到什么袁而在于留下什么遥领导
干部要自觉涵养野不求官有多大袁但求无愧
于民冶的从政理念袁对事业要执着袁对名利
要淡泊袁不为物欲所动尧不为私心所扰袁自

觉把业绩写在大地上袁把声名留在群众中遥
职务是做事的杠杆袁岗位是为民的平台遥党
员干部必须时刻把责任扛在肩上袁 从政不
做庸官尧勤政不做懒官袁力戒形式主义尧官
僚主义袁 始终以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为民
造福袁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遥

娄勤俭指出袁新时代长征路上袁我们始
终面临着权力腐败的风险袁尊崇制度尧依规
用权一刻都不能含糊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专题研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问题袁治
理的关键是治权袁 治权的关键是把权力关
进制度的野笼子冶遥 党员干部要自觉尊崇制
度袁做到心存敬畏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袁在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袁 都必须把制度作为
野紧箍咒冶野护身符冶袁不抱侥幸心理尧不越雷
池半步遥 要严格执行制度袁做到行有规矩袁
坚持依法办事袁把好用权的野方向盘冶袁确保
各项工作都行驶在制度化尧法治化轨道上遥

娄勤俭强调袁新时代长征路上袁我们始
终面临着诱惑围猎的考验袁立德修身尧清廉
自守一刻都不能懈怠遥

渊下转二版冤

县收听收看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实况
唐敬出席盐城分会场会议 吴冈玉邱德兵张鹏程陈铁军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

本报讯渊记者 戴岱冤1月 10
日袁 射阳代表团组织人大代表审
议市八届四次人代会中所作的市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尧 市中级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市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遥 县委书记唐敬主持并
讲话袁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季晓春
参加遥

唐敬在讲话中指出袁2019年袁
市人大常委会在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 深入学
习贯彻习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袁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尧三中尧四中全会精神袁紧
紧围绕野两海两绿冶发展路径和建
设野四新盐城冶目标定位袁认真履
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袁 主动
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袁主
要呈现出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尧
紧扣中心大局不动摇尧 强化履职
为民不动摇尧 加强自身建设不动
摇等鲜明特点袁 为坚持和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尧 推动市委决策
部署落地见效作出了重要贡献遥
市野两院冶报告简明扼要尧具体实
在袁 全面总结了过去一年市人民
法院尧人民检察院在服务野四新盐
城冶尧维护社会稳定尧打击违法犯
罪尧 保障公平正义方面作出的努
力袁市野两院冶的执法能力尧队伍建
设尧执法公正性有了明显提高袁办
案质量尧办案效率尧群众满意度得
到显著提升袁同时袁市野两院冶对
2020年工作安排主题鲜明尧 思路
清晰尧措施得力尧切实可行袁体现
了司法机关依法履职尧促进发展尧
维护大局方面的重要职能作用袁
必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野十
三五冶规划圆满收官尧开辟盐城高
质量发展新境界提供强有力的司
法保障遥

审议时袁代表们畅所欲言袁各
抒己见袁 对加强和改进市人大常
委会和市野两院冶今后工作提出了
意见和建议遥 代表们认为袁2019
年袁 市人大常委会围绕全市中心
工作袁立足改革发展大局袁紧紧抓
住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袁坚
持把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人大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袁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尧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尧增进民生福
祉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遥 市野两院冶紧紧围绕服务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袁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袁坚持司
法公正尧执法为民袁在保障和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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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袁在盐城市作协开会袁一位文友向
我推荐了长篇小说叶欲望之路曳遥 此书于 2001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袁计 39万字遥 写的
是一个出生在农村的孩子袁 通过考上大学在
社会上拼搏并且最终野成功冶的故事遥 小说塑
造了一个沦落为欲望机器的挣扎者和狂奔者
的形象要要要被评论家称为当代的野于连冶遥

作者王大进是射阳人袁 原来是一名普通
的农村青年袁后来依靠勤奋自学袁成为一名专
业作家遥 于是袁我专程采访了王大进遥

发表作品累计 600万字
在王大进的书房里袁 我看到了一个性格

温和而又工作严谨的年轻人遥他皮肤白皙袁说
话斯文袁举手投足间显得很有修养遥他的工作
室犹如是一个野小图书馆冶遥一排有着 20个档
子的书橱贴在房间一整面墙上袁 里面都是放
的书袁橱里放不下袁就堆在橱的两头袁两头堆
的书都有半人高遥

大概因为他是从事文学创作的袁 所以收
藏的最多的就是小说类图书了遥我发现袁他把
自己写的书专门放在书橱的一格里遥有叶春暖
花开曳叶虹曳叶地狱天堂曳 等 14部长篇小说袁而
他发表的中短篇小说袁 更是散布在 叶人民文
学曳叶收获曳等全国著名的文学杂志上袁累计有
600万字遥 部分作品还被译介到海外遥

一条艰难的前进之路
王大进 1965 年出生在临海镇二垛村袁

1981年毕业于苇荡中学袁 整个童年差不多是
在贫困中度过的遥 高中时袁 他阅读了许多小
说遥而就在他高中毕业那年袁久病的父亲去世
了遥 父亲去世后袁他无力复读袁回到村里当起
了农民遥但是袁他心里并没有泯灭对文学的热
情遥 王大进说袁他很感激母亲遥 在他最困难的
时候袁是母亲无条件地支持袁让他走上了创作
之路遥

当别的农村青年都在田间劳作时袁 他却
在闭门写作遥 那时袁 家中没有一顶像样的蚊
帐袁更谈不上电风扇遥 夏天的夜晚袁天热又有
蚊虫叮袁他就把水桶放满水袁把两条腿放在水
桶里袁既降温又防蚊虫咬遥晚上写作点的是煤
油灯袁那时煤油是按计划供应袁一个月的煤油
计划没两天就被他用光了遥 当时他所在的六
垛乡乡长高亚给予他大力支持遥不久后袁王大

进写的短篇小说叶夜来南风起曳在当时的叶青
春曳杂志发表了袁这极大地鼓舞了他的写作热
情遥

但在后来的日子里袁 他走的路并不是一
帆风顺袁 先后在一些单位做临时工袁 颇受挫
折遥 一直到 1991年秋天袁在一位朋友的介绍
下袁他到新洋农场工作袁性质是野农工冶遥 但时
任农场场长朱崇今破格将他安排到宣传科袁
成为一名宣传干部遥

有了稳定的工作袁 对王大进的创作是个
极大的支持遥 那年袁他发表了许多小说袁并且
加入了江苏省作家协会遥1992年袁在当时江苏
省农垦局党委书记黄树贤的帮助下袁 他被调
到了江苏农垦报当副刊编辑遥 这是他第二次
被破格使用袁也是他人生的一次飞跃遥

1994 年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招生袁他
以总分第一名被录取遥在大学期间袁他系统地
学习了文学创作理论袁在创作上袁进入了一个

黄金期遥两年毕业后袁他又被借调到省委宣传
部社会宣传处工作了一段时间遥 在那段日子
里袁他发表了近百万字的作品遥 2000年袁王大
进被调到江苏省文联袁从事专业创作曰之后又
被调到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创作室袁 从事专
业创作遥同时袁他担任了省人大科文委员会委
员袁一直到现在遥 如今袁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袁并被破格评定为国家一级作家遥

令人回味的经验之谈
野实践出真知冶遥多年来袁王大进不仅创作

了一大批精品小说袁 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写作
经验遥 在现实生活中袁王大进并不善谈袁然而
谈到文学时袁他却是滔滔不绝遥

我问他院野写小说需要什么样的品质钥 冶王
大进说院野最重要的应该是要有丰富的想象力
和观察社会的能力遥 如果把创作比作是一架
飞机袁那么想象就是翅膀遥没有翅膀的飞机是
飞不起来的袁至少是飞不远的遥

渊下转二版冤

王大进，从农村青年到国家一级作家
顾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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