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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周蓉蓉冤11 月 20 日上午袁县委书记唐敬在
县人才公寓会见出席我县高层次人才合作促进会暨科技镇长
团创新创业发展大会的高层次人才代表和重要嘉宾遥 双方就加
强创新合作尧促进产业转型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遥
会见时袁唐敬代表县委尧县政府对各位专家尧教授长期以来
对射阳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袁并简要介绍我县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遥 他说袁射阳位于江苏沿海中部袁是长三角北翼新兴的海
滨工商业城市袁发展势头强劲袁连续三年获得盐城市综合考核一
等奖尧蝉联五年先进袁连续四年入选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袁获评
全国县域营商环境百强县和投资潜力百强县遥 射阳有较为便利
的交通网络袁是江苏唯一同时拥有商港渔港空港的县份袁建有国
家一类开放口岸和公用型保税仓库袁全省首条由地方主导的盐
射高速正在加速推进袁建成后将与盐城大市区高速高铁网无缝
对接遥 依托两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和两个市级工业园袁新能源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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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尧智能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崛起袁高端纺织尧机
械电子尧健康等传统优势产业加快转型袁先后落户远景能源尧中
车时代新材尧天谷数字等一批旗舰型项目袁初步形成绿色高端尧
特色鲜明的野3+3+N冶现代产业体系遥
唐敬表示袁各位专家是产业尧生态尧民生尧交通等经济社会重
点领域等顶尖人才袁研究领域和方向契合新发展理念袁与射阳高
质量发展事业有密切联系遥 诚挚希望大家能够深化与射阳的合
作互动袁在人才培养尧成果转化尧技术引进等多领域开展深层次
合作袁进一步助推射阳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袁为推进高质量发
展走在盐城前列提供强大智力支撑袁实现互惠互利尧共赢发展遥
在场嘉宾充分肯定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袁纷纷
表示将发挥自身特长袁推动各自研究领域与射阳改革发展事业
融合发展袁为射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遥
县委常委尧组织部长尹胤祥袁副县长汤伟清参加会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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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阳第十四届丹顶鹤文化艺术节暨
经贸洽谈会举行第七届“最美射阳人”评选揭晓活动
唐敬致辞
本报讯 渊记者 范媛媛 吴贵民 盛诚冤11 月 19 日晚袁
射阳第十四届丹顶鹤文化艺术节暨经贸洽谈会在县党群教育
中心举行第七届野最美射阳人冶评选揭晓活动遥 县委书记唐敬
致辞并为野最美赤子冶颁奖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吴冈玉主持活
动遥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季晓春尧县政协主席邱德兵尧县委副书
记张鹏程参加遥 高层次人才代表尧客商代表尧第七届野最美射
阳人冶获奖者和提名奖获得者尧往届野最美射阳人冶代表等出席
活动遥
唐敬在致辞时说袁射阳袁因处射水之阳而得名袁结丹鹤之
缘而祥瑞袁素有野鹤乡冶美誉遥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与涵养
下袁孕育了射阳人遵德守礼尧明义向善的道德情操遥 近年来袁
我县把擦亮野有爱小城冶品牌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有效载体袁持续深化文明创建和道德实践袁广泛开展道

吴冈玉主持

季晓春邱德兵张鹏程参加

德模范尧身边好人尧最美人物评选袁带动形成了崇德向善尧见贤
思齐的良好社会风尚遥当前袁射阳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尧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关键阶段袁我们要以此次活动为
新起点袁更大力度发挥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示范引领作用袁
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精神风貌尧文明风尚和行为规范遥
要让崇德向善在射阳大地蔚然成风袁 牢牢抓住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根本袁扎实推进公民思想道德建设袁大
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袁不断丰富野有爱射阳冶建设新内涵遥
要让好人效应在射阳大地传递力量袁广泛开展助人为乐尧敬业
奉献尧见义勇为等身边好人评选活动袁让好人好事家喻户晓尧
温暖社会袁让仁爱义举滋润人心尧绽放光芒袁全面营造学习好
人尧关爱好人尧争当好人的浓厚氛围遥 要让文明之花在射阳大
地处处绽放袁通过持续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袁深化文

本报讯 渊记者 葛静漪
吴 炘 恒 吴 贵 民 盛 诚 冤11
月 20 日晚袁 射阳第十四届丹
顶鹤文化艺术节暨经贸洽谈
会闭 幕 式野 丝 路之 旅 冶 专 场 文
艺演出在县党群教育中心成
功举办遥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
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黄建彬尧盐
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调
研员朱正金出席活动遥 县委副
书记尧县长吴冈玉致闭幕词遥
吴冈玉在闭幕词中说袁本
次丹顶鹤文化艺术节暨经贸
洽谈会是一场高层次尧高质量
的友人聚会尧招商盛会和发展
峰会袁更是把野十四五冶美好蓝
图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生动
实践遥 活动中袁我县组织了重
大项目集中签约袁 工业项目尧
交通项目开工袁 现代农业尧城
市经济发展招商推介会袁电子
信息产业发展大会袁高层次人
才合 作 恳谈 会 袁第 七 届 野 最 美
射阳人冶评选揭晓等系列文化
经贸活动袁 共签约各类项目
89 个袁计划总投资 98.8 亿元袁
收获了更多的机遇和成就袁得
到了与会嘉宾客商的一致好
评遥
吴冈玉指出袁当前袁射阳
正以崭新的姿态站在新一轮
发展起点上袁紧紧围绕中央和
省市部署要求袁坚持聚焦项目
强县 尧 聚力 开 放创 新 袁 进 一 步
汇聚奋斗野十四五冶尧奋进新征
程的强大力量袁我们坚信射阳
的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袁射阳
人民的生活将更加美好遥
在随后的杂技剧叶丝路之
旅曳 试 演中 袁来 自 县杂 技 团 的
表演团队给现场观众带来了
一场视觉盛宴袁掀起了现场阵阵高潮袁让观众赞叹不已遥
县委常委尧副县长崔晓荣主持活动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王占芬尧县政协副主席刘慧参加遥

明城市创建袁不断拓展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域和空间袁共同托起
射阳文明新高度袁 为射阳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市前列凝聚强大
精神力量遥
活动现场袁第七届野最美射阳人冶评选揭晓袁伴随着雷鸣般
的掌声袁野最美赤子冶野最美道德模范冶野最美法治人物冶野最美网
格员冶野最美医务工作者冶野最美农民冶野最美教师冶野最美服务明
星冶野最美创业精英冶野最美职工冶野最美基层干部冶等 11 大类受
表彰典型高举奖杯登台亮相遥 野最美射阳人冶用一件件善举义
行袁镌刻出射阳的道德印记袁闪耀出野有爱小城冶的现代文明之
光袁汇聚起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遥
活动上袁独唱叶射阳小他曳尧歌伴舞叶青海湖曳叶红手印曳尧杂
技叶丝路柔情曳尧淮歌叶爱不够的地方是射阳曳尧诗朗诵叶射阳袁在
太阳升起的地方飞翔曳等节目精彩上演遥

第七届“最美射阳人”评选揭晓活动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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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晓野最美射阳人冶

11 月 19 日晚袁射阳
第十四届丹顶鹤文化艺
术节暨经贸洽谈会在县
党群教育中心举行第七
届野最美射阳人冶评选揭
晓活动遥 现场揭晓了野最
美赤子冶野最美道德模范冶
野最美法治人物冶 等 11
大类野最美射阳人冶名单遥
自 2014 年以来袁已成功
举办七届 野最美射阳人冶
评选活动袁 先后有 760
人和集体当选袁其中有 8
人入选 野中国好人冶袁16
人当选省市级道德模范袁
22 人当选 野江苏好人冶袁
44 人当选野盐城好人冶遥
吴贵民 盛诚 摄
文艺演出

本报讯 渊记者 范媛
媛冤11 月 20 日上午袁射阳
县高层次人才合作促进会
暨科技镇长团创新创业发
展大会在县人才公寓举
行遥县委书记唐敬致辞遥本
次大会袁 共发布与我县主
导产业尧 新兴产业紧密结
合的科技成果近 3000 条袁
集中签约 16 个招才引智
项目袁并为 50 位引才大使
颁发聘书遥
唐敬在致辞中指出袁
近年来袁 我县坚持把人才
作为创新发展的最强引
擎袁持续实施野鹤乡英才计
划冶袁制定出台一系列含金
量高的人才政策袁 先后举
办四届高层次人才交流合
作大会袁深入长三角尧环渤
海等地区举办野双招双引冶
活动袁 汇聚各方英才创新
创业的效应更加彰显袁高
质量发展新动能不断涌
现遥 招才纳才的力度不断
加大袁 先后有 8 批科技镇
长团来射阳挂职工作袁与
中科院尧清华大学尧南京大
学尧 复旦大学等 120 所高
校院所建立紧密合作关
系袁 累计引进两院院士 7
人袁 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入
选者 13 人袁 柔性引进省
野双创计划冶等各类高层次
人才 120 人袁 培育了远景
能源尧海普润尧中科纽克尧
长风海工等一批行业领军
型人才企业遥 崇才爱才的
举措不断完善袁 持续开展
515 引才行动袁 富民创业
担保贷款发放金额尧 惠及
人数位列全市第一袁 就业
创业工作受到省政府真抓
实干督查表扬激励遥 兴才成才的磁场不断增强袁新能源尧
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集聚袁全口径开票销售尧
规上工业增加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增幅位居全市前列袁创
新创业项目申报数尧 新引进大学生数量等人才创新指标
逐年攀升遥
唐敬表示袁我县将围绕野3+3+N冶产业发展方向袁制定
新一轮战略性产业发展行动计划袁 更大力度发展数字经
济尧总部经济尧枢纽经济袁不断放大传统产业焕发新生的
吸附效应尧新兴产业破茧蝶变的集聚效应袁让各类人才在
射阳这片现代产业高地中大显身手尧成就精彩遥坚持把专
业化园区作为承载人才的重要抓手袁 充分释放国家科技
孵化器尧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等野国字号冶平台效
应袁加快海上风电产业研究院尧科创园离岸加速器等各类
科创载体建设袁 做优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
生态袁为各类人才迸发才智尧创新创造厚植沃土遥 牢固树
立柔性引才理念袁精准制定人才政策袁量身定制个性化尧
有特色尧可操作的人才政策和产业基金袁在全社会营造重
才爱才的浓厚氛围遥同时袁全面推进现代教育尧现代康养尧
现代文化等城市功能组团袁 提供更加贴心暖心的人才安
居尧子女教育尧医疗康养等服务袁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提
供一流宜居宜业环境遥
会上袁国务院特聘专家尧外国工程院院士尧国际电气
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渊IEEE冤大数据技术委员会共同主席尧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李颉袁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党
委书记尧执行副会长尧秘书长王建华袁南京财经大学校党
委委员尧研究生工作部部长韩力争袁中科院声学研究所副
研究员宋波袁盐城师范学院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尧副院长
陈倩倩分别发言遥 县委常委尧组织部长尧统战部长尹胤祥
作射阳人才工作推介遥 副县长汤伟清参加大会遥
历届科技镇长团的团员代表和后方单位相关负责
人袁以及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尧同济大学尧南京大学尧南
京财经大学尧华东师范大学尧苏州大学尧中国矿业大学尧盐
城师范学院尧盐城工学院等高校院所专家出席大会遥与会
人员观看 叶射阳人才曳 专题片尧叶遇见射阳 遇见美好曳短
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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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爱的故事在这里传唱
本报记者

静静的射阳河旁袁又飞来圣洁的丹顶鹤遥 初冬时节袁这座
有爱的小城里传唱起动人的歌谣遥 11 月 19 日晚袁伴随着叶盛
世龙腾曳的开场舞袁第十四届丹顶鹤文化艺术节暨经贸洽谈会
第七届野最美射阳人冶评选揭晓活动在百万鹤乡群众的翘首以
盼中启幕遥
在平凡事迹中传递人间真情袁 在点滴感动中诠释人性美
好遥 耀眼的聚光灯下袁最美道德模范尧最美赤子尧最美法治人
物尧最美网格员尧最美农民尧最美医务工作者尧最美服务明星等
员员 个类别百余名榜样身披绶带袁分批登台亮相遥 他们中有与
同伴野逆行冶800 多公里赴鄂送物资的野80 后冶小伙子袁有奔赴
武汉救治新冠肺炎病患的 15 名野白衣战士冶袁有为黄沙港渔港
小镇建设建设的奋战者袁有致力于水稻研究的专家学者袁有执
法如山的野铁面税官冶袁有在阡陌纵横间种下希望的农民袁更有
兢兢业业坚守在岗位一线的工人和奔走在街头巷尾的网格
员遥 他们以动人的事迹袁构筑起有爱小城里一座座道德丰碑曰
他们以精神的力量袁推动着社会文明的进步遥 渊下转二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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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蓉蓉

要记最美农民尧纹银制作工艺传承人田海美
要要
本报记者
几平米见方的银匠铺袁 摆放着一张工
作台袁四周的墙壁上满满当当地挂着砧子尧
锤子尧锉子尧钳子尧试金石尧玛瑙刮刀等工
具遥 虽然太阳才刚刚升起袁这里已有常客在
候着遥
来访者手中的这对银镯袁 因长期不佩
戴而蒙上了一层黑色遥 野镯子纯度不错袁是
要耶上光爷吗钥 冶正在忙碌的银匠瞅了一眼
后袁 便麻利地将银镯丢进盛满白矾水的铁
缸遥 随着喷枪温度的上升袁白矾水渐渐滚了
起来袁几分钟后熄火袁将银镯丢进凉水中袁
野刺啦冶一声袁再用水中的细沙将银镯洗净尧
沥干水袁野上光冶便完成了遥
这位头发花白的银匠便是苏北纹银制
作工艺的传承人要要
要田海美遥 年近花甲的
他原籍阜宁袁 年少时师承其父学习纹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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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袁至今已有 50 年遥 多年来袁他始终坚持用
捶打尧浇注尧焊接等方式袁利用小柳锤尧羊角
台尧自制胶以及各种錾子等工具进行錾花尧
刻字尧编织袁制作的银器深受群众喜爱遥 如
今他所传承的纹银制作工艺已然入选第三
批射阳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遥 在刚刚
举行的第七届野最美射阳人冶评选揭晓仪式
上袁他成功获评最美农民表彰遥
野我父亲就是银匠袁小时候经常跟着他
打下手袁时间长了就感兴趣了遥 冶打造银器
是一门传统的手艺活袁 拜师后就是 野练手
功冶袁比如将银砖打成薄片袁打磨尧拉丝尧组
装遥 更多的时间是要在一锤一锤的敲打和
枯燥繁复的钻研中度过袁 通常要历经几年
才能野出师冶遥 50 年的野打磨冶袁田海美的手艺
越来越精湛袁 从只能制作手镯尧野三角乾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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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婴儿佩戴的银饰冤等工艺简单的银饰到打
造一体银壶等工艺复杂的银器遥 他告诉记
者袁在手工壶的制作中袁以收口法来制作一
体壶难度最高袁 需靠慢慢敲打将银板合成
一只壶遥 野完整的一体壶需要七八天时间袁
捶打十万次以上袁回火四十次才能完成遥 冶
田海美指着橱窗里的一只银壶说袁野制作壶
嘴时袁要先用这种砧子顶出来袁再用铁锤敲
打出形状遥 这是从紫砂茶壶中获得的 灵
感遥 冶一般的紫砂茶壶由壶盖尧壶身尧壶底尧
圈足四部分组成袁壶盖有孔尧钮尧座尧盖等部
分组成袁另外壶身还有口尧嘴尧腹尧把渊柄尧
扳冤等遥 制作银壶亦要如此遥 他通过多方探
寻袁 终于摸索出制作之法遥 正由于这种执
着袁他作品从手镯到茶铲袁从富贵碗到提梁
壶袁从酒樽到香炉袁种类数不胜数袁且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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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异遥 慕名而来的客户也不再局限于小城袁
广州尧北京尧上海到台湾尧香港尧澳门袁甚至
从国外越洋而来噎噎
年轻时为了养家糊口袁 田海美也曾从
事过修钟表尧木匠尧瓦匠尧巴匠渊泥水匠冤尧铁
匠尧五金尧弄船尧制作匾尧开商店等工作遥 可
无论做哪行袁他都坚守野诚信冶的准则遥 野手
艺人苦啊遥 你看这捶打银器袁无论是数九寒
冬还是夏日炎炎袁都要将外套脱了袁为啥钥
因为一锤子下去袁要使出浑身的劲袁衣服都
被汗水浸湿了遥 冶虽然手工制作银器费时费
力袁收益并不高袁但是他从未想过要放弃袁
野只要人家找上我了袁就是信任我袁无论如
何都不能辜负的浴 冶
电影叶寿司之神曳中有一段经典台词院
野一旦你决定好职业袁你必须全心投入工作
之中袁穷尽一生磨练技能遥 冶用这句话来形
容田海美袁 再贴切不过遥 纹银制作长路漫
漫袁但他钻研的脚步从未停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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