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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劲帆满逐梦行
要 黄沙港渔港小镇项目建设工作掠影
要要
本报记者

金秋时节袁叠翠流金遥 在黄沙港渔港小镇
建设现场袁一个个项目的快速推进袁犹如阵阵
东风袁 在该镇卷起了一波又一波你追我赶尧撼
人心魄的项目建设浪潮遥
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是射阳乃至盐城的
一张野金名片冶袁这里资源丰富尧交通便利尧人文
景观独特袁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遥 为进一步
擦亮这张金字招牌袁打造有影响力的特色渔港
小镇袁今年以来袁我县按照市委尧市政府的工作
要求袁充分挖掘渔港风情尧渔村面貌尧渔城景
观尧渔民风俗等资源禀赋袁按照野一心一带三轴
四廊四片区冶的空间布局规划袁进一步优化提
升渔港特色小镇规划设计袁形成野食宿行尧游购
娱冶六大完整的旅游规划体系袁为打造射阳独
有的渔文化名片和江苏沿海特色渔港小镇指
明了方向遥
蓝图已绘制袁扬帆正当时遥 我县各参建单
位闻令而动尧争分夺秒袁在最短的时间内调动
了最广泛的力量袁 迅速投入到项目建设当中遥

王中印

在 G228 入口景观提升工程项目现场袁 施工方
聚焦目标任务袁突出靶向施策袁推动建设大提
速遥 野G228 入口作为渔港小镇的第一个展示
点袁是渔港小镇空间序列的起点袁更赋予旅游
者直观的第一印象遥 我们发扬不怕疲劳尧连续
作战的精神袁 仅用 3 天时间就顺利完成 3000
平方米的绿地草坪建设任务袁早于计划完工时
间遥 冶该项目现场负责人陈尚成介绍道遥
渔港小镇建设事关方方面面袁建设过程中
遇到阻力怎么办钥 与其他职能部门协作流程
多尧耗时长怎么办钥 噎噎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有
效解决袁势必影响小镇建设进度遥 为此袁我县高
位协调袁合力推进袁迅速成立渔港小镇建设指
挥部办公室袁由县主要领导担任指挥长袁县财
政尧住建尧旅投等相关部门袁抽调精干力量袁统
筹拆违尧建设尧招商尧运行各个环节工作袁建立
健全要素保障尧一线推进尧服务协调等机制袁形
成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袁为项目建设提供强大
组织保障遥
野现在大家都铆足力气袁 上足人力机械建
设遥但是为什么有的项目建设进度是蓝旗袁有的
是黄旗袁而有的却是红旗钥冶野一方面我们要总结
快的经验袁持续发力袁另一方面也要剖析慢的原
因袁迎头赶上袁确保项目建设按照时间节点加快
推进遥冶连日来袁深夜的射阳天气已经偏冷袁但在

9 月 22 日起袁 县妇幼保健院开始试运
营了袁其运行效果怎么样钥群众满意吗钥9 月
24 日上午袁 记者走到位于县城幸福大道的
县妇幼保健院探访遥 刚一进入保健院袁映入
眼帘的是宽敞整洁的一站式服务大厅袁整
体稳重大气袁 素雅的装修风格让人感到舒
适遥
本
野儿童骨密度检测科室在几楼钥 冶野你
报
好袁
儿童骨密度检测科室在门诊三楼的儿
记
者 童保健部区域袁 您可以乘坐扶手电梯上
去遥 冶准备为孩子检测骨密度的市民袁兴龙
王
中 满意地点了点头遥 在乘坐电梯时袁袁兴龙告
印 诉记者袁自己家住城东袁每次为孩子看病都
要跑到老城区袁比较费时遥 如今袁妇幼保健
通 院投入运行袁 这就十分方便城东片区的群
讯
员 众前来看病就医遥 野我昨天来过一次了遥 这
里很漂亮袁也很整洁袁服务也是不错的遥 若
王 有什么不懂的袁 工作人员也都很热心地解
梅 答遥 冶袁兴龙对这里的环境也相当满意遥
不仅点赞这里的优良环境袁 市民对这
里的医疗水平也是普遍认可的遥 虽然该保
健院才开业袁 但这里已吸引了来自全县各
地的市民遥 野为了全面提高妇幼保健院的医
疗保健质量和水平袁 我院引进了一批高精
尖诊疗设备袁 如荷兰飞利浦 128 排螺旋进
口 CT尧美国 GE 数字胃肠尧德国西门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尧
全自动化学发光测定仪等袁 有效地提高了医院综合服务水
平袁最大限度保证耶儿童优先尧母亲安全爷遥 冶在视察医院运行
情况的该院院长周辉告诉记者袁 保健院共有医护人员 187
名袁其中副高以上职称 45 名袁并且医院与复旦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尧上海交通大学协作开展儿童保健尧儿童早教项目袁
和复旦大学附属上海红房子医院协作成立野乳腺外科要要
要
丁昂教授团队工作室冶尧野妇科要要
要卢媛教授团队工作室冶
等袁能够有效为市民群众提供优质的诊疗服务遥
野我们还强化人性化服务袁所有医护人员都秉持尊重和
理解病人的服务理念袁主动了解病人的需求袁勤动口尧勤动
手尧勤跑腿尧勤微笑袁化解好患者心中的疑虑袁努力构建和谐
的医患关系遥 冶周辉表示袁该院将继续推出一系列的贴心服
务新举措袁向患者生动诠释野服务好冶的内涵袁打造野有温度
的医院冶袁努力为广大妇女儿童的健康保驾护航袁助力健康
射阳建设遥

通讯员

王荣

渔港小镇建设指挥部办公室里袁常常灯火通明尧
热气腾腾袁县领导正和各个参建单位一起深刻
总结尧 剖析近期工作开展情况遥 像这样的会办
会尧推进会从不拐弯抹角袁直切项目建设问题袁
以野红脸出汗冶推动野干事流汗冶袁倒逼责任部门
围绕问题研究思路尧拿出对策遥
风成于上袁俗形于下遥 如今袁渔港小镇建设
现场处处洋溢着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袁而只争
朝夕尧奋发有为已然成为渔港小镇建设中的最
强音遥 作为渔港小镇建设的野重头戏冶袁渔港风
情广场占地面积 208 亩袁重点打造黄沙港时光
馆尧百味渔城尧鲜味厨房尧渔家歌谣精品民宿等
20 个旅游业态袁任务工作量比较大遥 县旅投集
团成立工程推进小组袁创新工作方法袁采用搭
套施工法等袁多点发力尧协同推进袁并按总计
划尧周计划尧日计划袁实行节点控制尧挂图作战遥
野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袁 我们的工作重心就是
抢进度尧抢时间遥 睛天抢干袁雨天巧干袁白天大
干袁晚上加班干袁确保项目天天有变化尧周周有
进度尧月月有形象遥 冶现场负责人周扬表示遥
筑牢硬环境袁更要提升软实力遥 在渔港小
镇涉关工程项目建设审批上袁 我县全面推行
野拿地即开工冶野交房即发证冶野交地即发证冶野发
证即办抵押冶的四即服务袁确保项目立项尧建筑
许可尧企业开办等审批环节在材料齐全的情况

下 1 个工作日内办结袁为项目早开工尧早落地
提供精准服务遥 为了更好地助力项目建设袁住
建局尧行政审批局尧文旅局等相关部门明确野代
办员冶一线驻点袁他们主动深入项目现场袁服务
指导手续办理袁让建设者更专心建设遥
效率为先袁质量为重袁渔港小镇建设跑出
了野加速度冶袁有效地改善小镇面貌袁为群众生
活生产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袁更得到了群众的
广泛支持和参与遥 沈红英是黄沙港镇的居民袁
经营着一家百货门市遥 当该镇民政办工作人员
找到沈红英袁告诉她镇里要实施野渔跃大街冶立
面改造项目袁不仅要对她家门市的外墙重新设
计喷绘袁而且走廊里还要新建两根立柱袁希望
她能积极配合遥 野建设渔港小镇是一件大好事袁
我们双手支持遥 虽然生意暂时受到一定影响袁
但从长远来看袁集镇繁荣了袁外来游客增多了袁
还愁店铺没有顾客钥 冶在门面改造提升过程中袁
沈红英不但主动为施工人员提供方便袁帮助施
工人员清理施工废料等袁 还帮助说服左邻右
舍袁号召大家全力支持政府工作遥
上下同欲者胜袁风雨同舟者兴遥 黄沙港渔
港小镇项目建设正持续不断地凝聚起强大的
正能量袁一步一个脚印把美好蓝图变为令人鼓
舞的现实模样袁不断为射阳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动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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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射阳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县养老中心

托起幸福“夕阳红”
本报记者

铺路架桥工作平稳推进

预制梁施工现场

盐射高速是江苏省首条以地方为主导建设的高速公
路袁总长 22.5 公里袁总投入 24.5 亿元遥 目前袁该项目正全
力推进袁预计 2021 年底通车遥 届时袁我县将与盐城市区
野1+5冶高速网无缝衔接袁全面融入大市区半小时尧上海
吴贵民 摄
1.5 小时通勤圈遥

人物简介
葛军，射阳人，博导、教授，中国陶瓷艺
术大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中国陶瓷
科技事业有突出贡献专家、中国陶瓷文化
研究所紫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其作品先
后获国家级金奖 37 项（次），申报国家专
利 354 项，创造了行业多项第一。
金秋时节袁秋菊飘香遥 9 月 22 日袁野鹤
舞菊海尧 欢庆小康冶2020 年射阳农民丰收
节在鹤乡菊海现代农业产业园隆重开幕袁
具有射阳特色的农产品引来了世人的关
注遥 野绿满田畴地生金袁射阳这片富饶的土
地越来越美丽遥 冶葛军忍不住为射阳近年来
的发展频频点赞遥
丰收袁不只是大地的丰收袁也是人生的
丰收遥 从射阳走出去的葛军袁带着对故土的
眷恋和对陶艺的热爱袁 在陶艺这条道路上
越走越远袁并先后获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尧
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尧 中国陶瓷科技事
业有突出贡献专家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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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
“ 鹤舞菊海、欢庆小康”
2020 年射阳农民丰收节在县鹤乡菊海现
代农业产业园开幕。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森
省委
林协会主席、
中国林学会会长赵树丛，
原副秘书长胥爱贵，国家农业农村部中国
省农业农
农村杂志社副社长、
副总编夏树，
村厅二级巡视员单干银，市委副书记陈红
红，县委书记唐敬，县委副书记、县长吴冈
陈红红、
唐敬分
玉出席活动。夏树、
单干银、
别致辞。
◆9 月 22 日上午，县委书记唐敬深入
部分城建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调研项
要强化安全管理，
优
目推进情况。他强调，
化环境打造，
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
◆9 月 22 日上午，江苏省临海农场成
立六十周年庆祝活动在临海农场党群文化
总经理
中心举行。省农垦集团党委副书记、
县长吴冈玉
胡兆辉出席活动。县委副书记、
出席活动并讲话。
◆9 月 24 日上午，江苏盐城港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正雄一行
来我县洽谈战略合作事宜。县委书记唐敬
介绍相关情况，
县委副书记、
县长吴冈玉参
加座谈会。
◆9 月 24 日上午，县委书记唐敬到射
阳经济开发区调研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情
培育产业集
况。他强调，
要坚持创新引领，
为射阳高
群，
全力打造电子信息产业高地，
质量发展走在盐城前列提供有力支撑。
◆9 月 24 日上午，县市民中心举行揭
牌活动。县委副书记、
县长吴冈玉出席并为
市民中心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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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诚

野李奶奶袁这是您的午餐袁今天有萝卜烧肉尧
红烧小黄鱼尧韭菜炒百页尧丝瓜蛋汤遥您慢慢吃袁
吃完了我再来收拾餐盘遥 冶9 月 25 日上午袁记者
来到县养老中心袁 工作人员正在为行动不便的
老人袁 逐一提供上门送餐服务遥 记者跟随负责
人来到食堂后厨袁后勤工作人员正在把猪肉尧蔬
菜等新鲜食材做好登记并搬运进库遥野食堂特地
聘请营养师为老人制定营养均衡尧 口味清淡的
饮食袁对于有特殊需求的老人袁还提供一对一饮
食服务遥 冶县养老中心负责人吴海涛介绍道遥
吴海涛告诉记者院野老人的幸福指数影响着
城市的文明程度袁 我们养老中心作为全省县级
规模最大的综合型专业养老机构袁 设定养老护
理床位 1200 张袁 致力打造集提供医疗康复尧颐
养护理尧文教娱乐尧健康休闲为一体的现代化养
老中心袁目前袁已经有 635 位老人入住遥冶走进养
老中心休闲区域袁 几名老人正在工作人员的陪
伴下练习书法袁野老有所养尧 老有所依尧 老有所
安冶十二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跃然纸上遥 今年 84
岁的吕绍烈说院野在这里吃得好尧睡得好袁没事的
时候练练书法尧 看看书袁 还能和几个老朋友下
棋袁惬意得很遥 冶
为给老人提供全方位的便捷服务袁 每个房
间内除了配备冰箱尧电视尧微波炉等必备生活设
施外袁还有助浴设备尧床头把手尧紧急呼叫按钮
等人性化设施遥野下一步袁我们将紧扣医养融合尧
特色服务尧智慧养老三个关键点袁进一步提升服
务水平袁全力打造射阳养老品牌遥冶吴海涛表示遥

施工人员专注施工

一壶风雅

诗意人生

要 访著名陶艺家葛军
要要
宗赢
1991 年袁 葛军只身来到宜兴市丁山
镇袁专注于陶艺制作遥 这其中既有起步的艰
辛袁又有起跑的困惑袁更有起飞的喜悦遥 最
值得回味的是他以野创业重在创新尧传承更
需传播冶的现代理念袁创造了紫砂界那一个
个的野中国第一冶院第一个发明了紫砂装饰
技艺野色饰法冶曰第一个用法律武器保护了
作品的知识产权曰 第一个对陶艺作品进行
了指纹保险曰 第一个在中国美术馆成功举
办了个展等遥 尤其是他开创了艺术与市场
的对接袁 成了历史上实现紫砂艺术产业化
的第一人遥
紫砂界著名顾景舟大师常说袁 做壶要
一步一个脚印袁把基础打牢袁不能走捷径遥
阴社址院 射阳县城人民西路 源愿 号

因此袁葛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袁一直苦
练制壶基本功袁全面钻研光器尧花器尧圆器尧
方器的制作技艺遥功夫不负有心人遥葛军发
明了野色饰法冶袁创出了一条以色彩装饰的
新路遥 不再在壶上挂彩釉袁 不再用颜料彩
绘袁而是用现代原料和技法袁丰富了紫砂装
饰技法袁改变了传统壶的千面一色的状态袁
使紫砂艺术既适应西方人的审美袁 又备受
都市青年人的青睐遥
然而袁成功并非易得遥 葛军的创作灵感
是源于生活袁 但却不是对生活的简单复制袁
而是通过对生活的感悟和体验袁从生活中寻
找创作灵感与激情袁 对生活进行的再创造袁
从而实现创新遥 从他发明野色饰法冶到叶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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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文稿传真院 远怨怨远远愿愿怨

豹曳的诞生曰从叶将军壶曳的打造到叶贺岁壶曳
的创意袁葛军从来都是既不重复别人袁也不
重复自己遥野最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件袁所以
必须从头开始袁努力做好下一件作品遥冶在他
眼里袁永远没有最满意的作品袁正是这种理
念袁让葛军在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遥
野紫砂壶除了给人泡茶这一实用功能
外袁 还能给人带去什么呢钥 我想应该有文
化遥 紫砂壶是有文化的袁它也是文化的一种
载体遥 冶然而袁要赋予紫砂作品丰富的文化
内涵袁绝非易事遥 他的代表作叶金钱豹曳系列
诞生于 2000 年夏天袁 那时他闭门七天七
夜袁几至废寝忘食袁设计图案 127 幅袁反复
揣摩袁修改完善袁终于琢成一件件难得的艺
术品遥
渊下转二版冤

阴版面编辑院 王中印

射阳名人坊

阴组版院 王逸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