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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以来袁全县广大农村呈现的一番
新景象令记者感慨不已院反季节蔬菜种植
基地人来人往袁道路上运送货物的卡车络
绎不绝袁家庭作坊野网上订单冶不断噎噎如
今袁我县农民兄弟冬闲野猫冬冶习惯已成为
野过去时冶袁星火燎原般的野冬闲经济冶让不
少农民腰包鼓了起来遥

1 月 3 日袁在射阳现代农业产业园里袁
一排排银白色的塑料大棚映着农民忙碌
的身影遥 野帮助农民改变固有的耕作模式袁
耶冬闲经济爷撬动了大市场袁如今我们凤凰
村的农民冬闲人不闲遥 冶该园区负责人周
景艳向记者介绍袁野走! 我领你进大棚里看
看去遥 冶

外面寒风刺骨袁 棚里却温暖如春袁大
棚上还不时地往下滴着水珠遥 在峰琴辣椒
种植基地袁负责人薛峰琴见到我们袁放下
手里的活迎上来院野温室大棚里温度有十
来度袁你们看这辣椒长势多好啊! 冶

薛峰琴一脸笑意地说院野今年冬天袁我
闲不下来了袁 这些辣椒就够我忙到春节
后袁光这些辣椒也能挣个 40 多万元遥 冶

据周景艳介绍袁目前袁该园区耕地面
积达 12000 亩袁 已发展连栋大棚 5000 亩袁
每亩年创效益 3要10 万元遥 该镇将进一步
引导种植户优化棚室蔬菜品种尧提高反季
节蔬菜的种植管理水平袁在有限的土地上
创造出更高的经济效益遥

元月 4 日, 新坍镇新坍子党群服务中
心的会议室里坐了 40 多名居民,该居邀请
县尧镇网上销售专家来到这里袁为该居农
民朋友野面对面冶建立农产品网上营销中
心袁开展豆制品尧牛肉酱尧生态大米等农产
品的销售袁让农民乐享野专家式冶服务遥

野往常入冬袁我们居委会的不少农民

就三五成群喝酒聊家常袁 或是打麻将袁现
在我们农民在冬天也闲不下来袁居委会有
几十户家庭作坊袁作坊人手不够袁还要到
外村叫工呢浴 冶该居居民肖建国满脸自豪
地对记者说遥

农忙时种田袁农闲时在附近的企业打
工遥 这是海河镇海关居委会居民刘根海的
野新生活冶遥 元月 6 日袁当记者来到位于该
镇工业园区华凯阀业制造公司生产车间
时袁 刘根海毫无保留地说起自己的致富
经院野现在我和老婆都在厂里工作袁每天两
班倒袁地里的活也不耽误袁我们夫妻俩在
厂里月工资将近 8000 元袁 家里还种了 6
亩农田袁连同地里的收入袁家里一年的收
入在 12 万元左右遥 冶

与在企业打工的刘根海不同袁四明镇
通洋港居委会农民张红伟在自家门口就
实现了农闲时的就业遥 他向记者介绍院野秋
收后袁我得知附近食用菌大棚基地招工的
消息后袁就报了名袁经过一周的培训后上
了岗遥 没想到两个月下来袁我不仅拿到了

5000 块钱工资袁而且还掌握了食用菌种植
的技术袁现在我也打算建个自己的食用菌
大棚呢遥 冶

为鼓励农民发展野冬闲经济冶袁我县通
过党员远程教育网络尧农家书屋尧培训班尧
学习参观等形式拓宽农民视野袁引导农民
建立了 60 多家种植尧养殖专业合作社遥 同
时袁充分发挥私营企业的优势袁鼓励农民
进厂务工遥 目前袁全县有 8000 名农民在家
门口成了野上班族冶遥 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
的推动袁 今年我县温室大棚面积扩大 2
倍袁昔日的冬闲田将成为农民增收的野聚
宝盆冶遥

野目前袁农闲经济已成为我县农民增
收致富的有效途径袁 加快了新农村建设袁
改善了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遥 今后袁我
们将继续拓宽村民就业渠道袁 广搭平台袁
积极鼓励他们利用农闲时间耶见缝插针爷袁
灵活就业袁广开增收门路袁走上种地尧挣钱
耶两不误爷的致富新路子遥 冶县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遥

冬闲经济火起来
本报记者 杨向东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陆万里 成麟祥冤去年以来,盘湾镇
牢牢把握美丽乡村建设导向,深入开展农村环境卫生综合
整治和基础设施完善配套,取得显著成效遥

全面梳理问题遥 该镇对照建设要求排定任务清单,全
面梳理存在问题,做到野清仓见底冶,明确完成时限和责任
人曰按照村不漏组尧组不漏户的原则,对卫生厕所和污水处
理率进行野回头看冶,对发现的问题建立整改台账,限时完
成曰全面开展房前屋后尧河塘沟渠等区域环境整治,实行包
片负责,聚力攻坚,切实改善人居环境遥

强化长效管理遥该镇进一步加大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力
度,确保把排查出来的问题整改到位和长效管理机制落实
到位曰加强对保洁员的考核管理,提升长效保洁质效曰完善
河长制尧路长制,提升保洁质效曰在加快美丽乡村建设中,
积极挖掘本地自然和文化元素,一体化推进村庄尧河塘尧树
木尧道路尧田园建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遥

巩固治理成效遥 该镇加大村庄保洁力度,生活垃圾日
产日清曰推进野以桶代池冶改革,新增垃圾桶 600 余只曰加大
河长制落实力度,按照野河畅尧水清尧岸绿尧景美冶要求,打造
12 条样板河道曰 对 28 家规模养殖户和 76 家小型养殖户
进行粪污排放达标验收,严禁乱排乱放,使农村环境日益
改善遥

盘湾镇

聚焦美丽乡村推动全面振兴

本报讯渊通讯员 冯小雨冤连日来袁洋马镇境内盘黄
线尧陈李线尧药材线尧洋洋线尧辉丰线沿线以及 17 个林带
河两侧袁每天挖机挥舞袁车来人往袁机械整坡袁人工清理杂
物遥 这是该镇重抓环境整治提升的一个镜头遥

去年以来袁洋马镇采取强有力措施袁开展野美丽乡村冶
建设袁出台叶洋马镇野清洁乡村冶活动实施方案曳袁全镇 8 个
村居落实相关活动方案袁并重新修定村规民约遥 抓住春季
有利时机袁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袁指导各村居开展
清洁乡村活动袁整治村庄环境卫生袁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
善袁生态建设步伐加快遥 该镇利用公益广告尧网络平台尧镇
村会议等形式袁宣传清洁乡村的目的尧意义和内容等遥 围
绕清洁乡村活动袁 制作环境卫生整治公益宣传广告牌 16
块袁新增加围栏宣传 6000 多平方米袁新更换宣传道旗 100
多面袁发放宣传资料 8000 多份遥

该镇在村庄环境整治工作中袁积极实施党群联动袁形
成党员干部带头袁 村居群众为主体的模式遥 活动开展以
来袁 镇机关党员干部率先投入到集镇创建尧 乡村违建整
治尧清除杂物尧清理臭水沟等活动之中曰各村居群众迅速
加入巷道打扫尧房前屋后尧单位庭院垃圾清理等工作袁为
营造整洁优美的宜居环境打下良好的基础遥 该镇还成立
由纪委牵头的督导检查组袁定期或不定期加强督查袁对乡
村清洁状况尧垃圾池建设尧保洁人员到位情况尧垃圾清运
等方面进行督查袁下发督查通报袁将督查结果与各村居年
终绩效考评挂钩遥

洋马镇

重抓乡村环境整治提升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荣冤连日来袁黄沙港镇应农时所
需袁以露地越冬作物尧棚栽蔬菜为重点袁狠抓各项田间管
理遥

落实保苗和田间管理措施遥 该镇抽调农技人员袁深入
生产一线袁通过分类指导袁帮助农民因时因地进行田间管
理袁科学调控水肥袁确保作物安全越冬曰镇农技中心通过
板报尧印发技术材料等方式袁向农户宣传普及田间管理技
术曰按分类指导的原则袁及时引导农民加强防冻保暖措施袁
减少氮肥使用曰对棚栽蔬果做到及时避寒保温袁修剪培育袁
清洁棚区袁翻耕改种遥

加强病虫害冬季防控遥该镇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冬季蔬
菜病虫害发生田块袁开展越冬作物病虫害调查监测与防控
工作袁指导农民开展绿色防控技术推广与安全用药指导袁
因地制宜实施统防统治和联防联控袁 切实将病虫害降到
最低程度遥

做好蔬菜抗低温促生长工作遥 该镇根据天气变化袁及
时组织农户落实田间管理措施袁做好设施蔬菜防寒保温工
作袁及时加固温室大棚袁加盖保温覆盖物遥

黄沙港镇

做好越冬作物田间管理

本报讯渊通讯员 丁加森 记者 李文华冤近年来袁
四明镇紧紧围绕特优高效种植尧特种绿色水产尧特色生态
休闲袁坚持以特产创特色袁做好规模尧特色尧品牌三篇文
章袁促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袁全面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遥

该镇做足规模化文章遥 全面夯实农业基础袁 实施文
明尧六塘尧新南等村 2.5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袁持续推
进土地经营权规范稳定流转袁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
经营袁共流转土地 21900 亩袁调减低效粮油面积 15000 亩袁
新发展设施农业 2200 亩尧 中药材 500 亩尧 稻田复合种养
6000 亩袁 新增土地股份合作社 4 家尧 专业经济合作社 4
家尧家庭农场 8 家袁组织申报市级示范农场 2 家尧县级示
范农场 6 家遥 做足特色化文章遥 借力野万企联万村冶行动袁
结对县国投尧旅投尧射阳大米集团等企业袁深耕大米尧食用
菌尧苗圃尧果蔬等特色优势产品袁开明尧新南尧双六尧六塘等
村万亩优质有机稻米示范基地初具规模袁 成功创建省级
绿色水稻生产基地袁梦之园菇业尧食用菌菌种场尧菌临天
下 3 家农业龙头企业提档扩能袁在昆山尧上海等长三角地
区设立直销窗口袁逐步推动野农品冶变野商品冶尧野商品冶变
野精品冶遥 做足品牌化文章遥 积极申报野射阳平菇冶国家地理
标志袁持续加大野虾享稻冶牌大米尧野吾稻虾冶牌小龙虾等一
批绿色品牌商标推介力度袁做活七彩紫薇观赏园尧葡萄采
摘园尧小龙虾垂钓中心等乡村体验农业袁积极打造农业金
字招牌遥

四明镇

做足现代农业“质效”文章

野以前袁我最头疼的是不懂草莓的摘叶疏果技术遥 后
来袁镇农技中心的技术员组成了科技小分队袁来居委会举
办培训班袁解决了我们种植户的很多技术难题遥冶日前袁临
海镇凯芹果蔬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刘凯乐呵呵地对笔者
说遥 据了解袁这是临海镇实行农民野点菜冶尧专家野配方冶的
野科技下乡冶互动方式带来的明显变化遥

笔者了解到袁长期以来袁该镇在开展野科技下乡冶服务
时袁往往是专家处于主导地位袁农民只是被动地接受袁很难
起到野对症下药冶的作用遥 去年初袁该镇针对农民文化水平
和发展项目不同这一问题袁实行了百姓野点菜冶尧专家野配
方冶的互动方式袁把农民放在主导地位遥 专家传授什么袁由
农民说了算袁专家按照农民的需求和意愿开展培训遥

该镇同兴居委会果农徐向成想在野科技下乡冶时多学
点技术袁但过去镇里开展野科技下乡冶活动时袁农技专家传
授的修剪和良种繁育技术比较少遥今年袁他点名请求农技
专家下乡袁解决了他在种植中遇到的许多难题遥

野这次专家下乡袁我收获可真大袁想学什么就向专家
提出什么袁真是享受到了既经济又实用的耶自助餐爷遥 冶徐
向成高兴地说遥

农民吃上“科技自助餐”
本报通讯员 陈洪飞 记者 李文华

日前袁 笔者在县农业农村局获
悉袁今年袁我县化肥尧农药使用量双
下降遥 这表明我县在绿色农业发展
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遥 这一步迈得
不容易遥 一方面我们要农业生产的
产量增长袁 另一方面又要环境的美
好与食品的绿色无公害遥 能够妥善
处理好这两者关系袁 靠的是对环境
与绿色生产的责任心袁 靠的是对绿
色农业生产重要性的认识遥

在农业生产中袁庄稼长得好袁全
靠肥当宝遥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袁
为了单纯追求农业生产的产量袁生
产中出现了大量使用化肥的现象遥
化肥的使用是一个相对矛盾的过
程袁 一方面使用化肥会使农产品产
量增长袁 而另一方面化肥的长期使
用势必会造成诸多负面问题袁 如土
壤板结尧 加速自然肥力的进一步消
失袁以及潜在的环境污染等遥 尤其是
化肥一旦长期使用袁 也会让人产生
对化肥的严重依赖性遥 毕竟使用化
肥与使用有机肥相比袁 其劳动强度
要小得多袁 这种依赖性在某种程度
上会让一些人对使用有机肥会产生
抵触情绪遥 使用惯了化肥袁再来限制
其使用袁 降低其使用率袁 于现实而
言袁真不是一件易事遥

而且要想尽可能地少用化肥袁现实中还要解决
有机肥从哪儿来的问题遥眼下最可取的方法就是畜
禽养殖场配套建设粪污处理设施袁以部分解决农业
生产对有机肥料的需求遥 但毕竟存在着量上的不
足袁如何扩大有机肥的使用率袁供给不足是个绕不
开的问题遥

发展绿色无公害农业袁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
农药的使用遥 这也是不好掌控的问题遥 发展生态农
业袁病虫害怎么处理钥 在没有农药的年代基本靠人
工处理袁比如下田捉虫等遥但因其落后袁其效果远远
赶不上农药遥这也是导致农药在现实中大量使用的
根本原因遥

因此袁下一步发展生态农业袁生产并提供绿色
无公害农产品袁既要解决有机肥的来源袁又要解决
虫害遥有机肥的来源上可以扩大畜禽养殖场配套建
设粪污处理设施的能力袁以增加供给遥 在虫害处理
上袁考虑生态治理袁一方面依靠技术进步袁降低农药
对土地与环境的危害性曰 另一方面培养害虫的天
敌袁采用生物疗法袁以达到治理虫害的目的遥

农业的绿色发展是方向袁这是个相对漫长的过
程遥 我们既要有战略上的考量袁也要有战术上的考
虑遥尽管漫长袁但未来可期遥只要我们将长远与近期
利益结合起来袁稳妥地处理好农业生产中肥料与农
药的问题袁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行好路袁定会达到
我们最终的目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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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荡镇宏才社区的朱忠成人称野八仙姑冶遥每天袁她都
在自己的饲料门市和虾塘口忙碌着遥她创业成功后袁不忘
回报社会袁带动村民一起致富遥 在她的帮助下袁不少困难
家庭渐渐走出困境遥 提起她创业致富尧关爱他人的故事袁
乡邻们都情不自禁竖起大拇指遥

野八仙姑冶创业成功
野买你家饲料有保障袁我们放心遥 冶野耶八仙姑爷袁我想

养虾袁你也教教我呗浴 冶噎噎
日前袁在朱忠成开的宏才社区饲料批发门市里袁乡邻

们有的过来预订饲料袁有的来取经遥 朱忠成一边做生意袁
一边与大家交流袁好不热闹遥

今年 50 岁的朱忠成人称野八仙姑冶袁她刨菜园尧种地
样样在行袁还学得一手卤菜加工和缝纫手艺遥 2005 年春袁
朱忠成看准当时全镇饲养长毛兔的商机袁 主动与阜宁县
一家饲料公司合作袁推销兔饲料遥起初没人敢买她推销的
饲料袁野我向养兔大户承诺袁 养好给钱袁 损失由我来承
担遥 冶就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头袁朱忠成将兔饲料销到附
近的村镇袁一年销售兔饲料在 2000 吨以上袁赚了第一桶
金遥

后来由于市场的变化袁朱忠成立即转向猪饲料尧鸡饲
料销售遥 野我在电视上看到非洲猪瘟的新闻报道后袁又卖
起了鱼尧虾等水产饲料遥 冶朱忠成说袁前年冬天袁她和哥哥
投资 160 万元袁在甲侯村租下 130 亩的虾塘养虾袁实现年
纯收入 10 万多元袁加上前期 30 万元虾苗收入袁纯收入达
40 多万元遥

带动其他村民养虾致富
朱忠成养虾成功不忘回报社会袁 她带动乡邻一起致

富袁当地不少养虾专业户纷纷到她的塘口参观学习遥云安
村村民李小飞 4 年前开始养虾袁年年亏损袁4 年下来亏了

150 万元遥 野一个农村家庭袁欠下近百万的债务袁我想死的
心都有袁是耶八姐爷上门开导我袁传授我养虾经验和技术遥冶
李小飞感激地说袁野在耶八姐爷的指导下袁今年养虾又赚了
20 万元袁让我看到了希望遥 冶

野在今年成虾销售期间袁她帮我家推销成虾袁价格比
她自家的高出 3 到 5 元 1 斤遥冶野也帮我家销售成虾袁我家
今年多赚了不少钱遥 冶都说同行是冤家袁而朱忠成却帮同
行推销成虾袁并高于自家的价格袁周大成尧王占宏等 10 多
个养虾专业户对朱忠成充满感激遥

野耶八姐爷招我们到她家的虾塘打工袁每天工资是 200
元袁比别家高多了遥冶邻村低收入农户董其花说遥朱忠成诚
信待人袁工资每天下班前结清袁从不拖账袁大家都喜欢到
她家干活遥 仅她一人帮助亏损的养殖户野翻身冶的就有 10
多户袁累计帮扶资金达 100 多万元遥

热心公益关爱他人
朱忠成是个热心肠袁一直情系公益事业遥 野以前社区

门口的路被车碾压破坏后坑坑洼洼袁 每次走到那段路就
害怕遥 是耶八姐爷先后拿出 1.5 万元修了路遥 冶长荡社区的
李洪巧说遥

逢年过节袁朱忠成自掏腰包袁买好水果尧牛奶等物品
送到敬老院分发给老人遥 野我们社区搞 耶民法典爷 进村
渊居冤宣传活动袁她主动拿出 5000 多元袁准备小礼品发放
给抢答的居民遥 冶宏才社区陈东说遥 当日袁大家学习尧抢答
的热情可高了袁这些得感谢野八姐冶遥

截至目前袁朱忠成累计向弱势群体奉献爱心款渊物冤
折合人民币 3 万多元遥 朱忠成热心公益袁生意再忙袁公益
活动从未缺席遥在今年疫情防控期间袁她主动带头取消儿
子的婚宴遥 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袁她的儿子尧儿媳妇也多
次参加慰问援鄂护士父母以及抗美援朝老兵活动遥

朱忠成：创业不忘回报社会
本报通讯员 陆海英 张建忠

近年来袁 我县
依托丰富的生态资
源袁 围绕现代农业
升级的目标袁 不断
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袁 推进现代农业
快速发展遥

上图为射阳现
代农业产业园内的
种植户在大棚内查
看黄瓜长势遥

左图为合德镇
农技中心工作人员
在指导大棚种植户
做好防寒工作遥

彭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