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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晓明 崔海东 杨九华

眼下，在弶六路海鲜餐饮一
条街上，贝壳姑娘海鲜餐厅、海
角渔家酒店、海之旺饭店等 20
多家各具特色的海鲜店成为“世
遗小镇”独特的风景线。在这条
东至龙王古寺、西抵拦潮老堤的
六里长街上，车水马龙、食客盈
门，海味浓烈、海鲜飘香。

位于南黄海西海岸的弶港
镇，是名扬海内外的天然渔港、
海鲜之乡。岸外的浅海渔场近
百个相拥连绵的沙洲群被誉为
世界海洋里最大的“活鱼礁”，成
为海洋生物的理想产卵场、食饵
场和育肥场。180 多种近海底
栖动物、150 多种鱼类游泳动
物，构成了滩穴藏海鲜、浪窝育
海鲜的奇妙景观。

弶港的斗篷螺成为东北人
的最爱，弶港的黄泥螺成为江南
人的美味，弶港的“中华鳗”成为
日本岛国一年一度食鳗节期间
家庭主妇们菜篮里必购的一道
主菜，弶港的“条斑紫菜”被誉为
大众“长寿菜”，弶港的斧文蛤在
历史上还曾作为皇宫喜爱的海
鲜贡品。

近年来，弶港镇借助“世遗”
品牌、放大世遗效应，全力以赴
打造“美景小镇，海味小镇”特色
品牌，同步推出了 10里海堤河
绿化带，3里向阳河风光带以及
6里海鲜餐饮街配套工程。

海鲜餐饮街东首的弶港精
菜馆是当地退役军人、渔家子弟
张友进自谋职业创办而成。入
馆后，让人惊喜的便是一条长
1.8米大海鲨鱼王制作的观赏标

本。他充分利用听惯潮头声、识
得篮头鱼的地缘优势，跟着季节
转，跟着渔汛走，到港口登船头
收集食材。本港海鲜天然野味
满足各路食客的需求，四季食客
不断。

与龙王古寺一墙之隔的海
韵酒店店主人崔小祥夫妇，坚
持“以诚信赢得口碑，用特色
塑造品牌”，思想理念紧贴大
众化旅游新潮流，把天南海北
的来客作为家人，热情服务各
地客户，承办多样化家常菜，
留住了一批又一批回头客。
一位 50 多岁的丁姓老板，创
业基地在许河镇，他每次由东
北老家回到企业时，总要到海
韵酒店品尝本港海鲜。他动
情地说道：“东台人的真情牵
住了我的心，东台海的美味留

住了我的心。”
贝壳姑娘餐厅系全国连锁

海鲜特色店。“五一”期间，贝
壳姑娘由青岛喜奔弶港，采用
天然海鲜，推出了小海鲜系列
菜谱，叫响“打造中国捞汁小
海鲜”品牌 。 纯手工虾仁水
饺、纯手工鲅鱼水饺、纯手工
墨鱼水饺，成为每天每顿的热
销美食。远方来的食客自己吃
了，还要打包一份带给家人品
尝。

弶港镇弶六路是海内外人
士走进“世界遗产地，东台条子
泥”景观区的必经之路。海鲜餐
饮一条街的红火亮相，引起风景
旅行社、蓝天旅行社、青年旅行
社、环球旅行社等众多旅行社的
特别关注。

世遗小镇用美食挑逗味蕾

弶港海鲜餐饮一条街红火迎客

科森光电引入关键技术研发团队，开发视角可切换、光配向等产业前沿技术，产品附加值高、市场竞争力强。项目全部达产达效后，年可生产 7
吋-55吋LCD液晶显示屏6000 万片。 记者 张莉琳 摄

本报讯（赵琳玲）近日，省教
育厅公布 2020 年度老年教育学
习资源库子库项目入选名单，东
台（老年）开放大学精心制作和选
送的《二胡教学》项目成功入选，
是全省县级开放大学唯一入选的
项目。

2019年 12月，东台开放大学
根据江苏开放大学的文件精神，
结合我市老年教育需求日益增长
的实际，在盐城市成立了首家老

年开放大学，认真学习老年教育
工作的理论和先进地区的老年教
育工作经验，构建起了“政校区团
队会”的工作机制，探索出以公益
志愿服务为特色的系列化社区教
育和老年教育项目，初步形成了
周周有活动、月月进镇区、年年有
大戏的常态化社区教育工作局
面，较好地满足了老年同志的精
神文化需求，也丰富了全市人民
的精神文化生活。

东台开放大学二胡教学列
入省老年教育学习资源库
成为全省县级开放大学唯一入选项目

记者 叶海慧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不浪
费，大树下套种小树苗，小树苗下
还种植着花生、黄豆等作物，土地
得到很好利用，难怪百姓富裕。”日
前，江苏省林下种苗和林下经济产
业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在我市
召开，与会人员现场参观新街镇苗
木产业时由衷感叹。

近年来，我市在大力推进植树
造林工程的同时，充分利用林下土
地推广林下经济发展，让森林的

“绿”与林下经济的“火”相得益
彰。截至 2019年底，全市森林覆
盖面积 85.2 万亩，林木覆盖率达
28.36%，林下经济面积达到 16.7

万亩，林下经济产值超40亿元。
新街镇是我市苗木种植大镇，

苗木种植面积达到4万亩，辐射覆
盖全镇，年销售额20亿元左右，带
动一批农民走向小康。镇党委政
府引导林农利用林下土地，发展种
苗、药材、蔬菜等种植产业，拓宽增
收渠道。同时，利用良好生态资
源，打造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招
引客商投资兴建大健康全产业链
项目，进一步放大绿色产业内涵。

黄海森林公园手持生态“金名
片”，以“绿色、生态、康养”为主
题，用好用活森林生态、海滨风情
组合，推出了湿地观光、生态康养、
商务会展等一批知名休闲度假产
品，“林业+旅”在这里得到充分彰

显。2019 年，共接待海内外游客
近2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2
亿元。今年，获评“首批全国森林
康养基地”，共接待社会各康养团
体和各级工会疗休养团队1135批
次，近4万人次，吸引周边89家村
民将自家农房改造成渔家乐、农家
乐，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栽下一片林、留下一片绿、富
裕一方民”。近年来，我市发掘推
广“林业+”模式，重点打造了“林
业+苗”“林业+菜”“林业+旅”“林
业+禽”“林业+药”“林业+牧”“林
业+果”“林业+桑”等八大模式，不
断提升林地利用率和综合效益，推
动林业经济向规模化、集约化、产
业化发展，涌现出新街镇、弶港农

场、新曹农场、黄海森林公园等林
下经济发展特色区。在16.7 万亩
的林下经济中，林下育苗面积也达
到6.8万亩，年生产苗木超1亿株，
形成了以新街、唐洋、三仓等镇为
中心的多个苗木产业基地，新街女
贞获国家地理标志认证。林下种
菜面积达7.8万亩，林下养禽面积
突破 5000 亩，亩平效益超 1.5 万
元。林下中药材种植面积 1.6 万
亩，亩增效益1200元以上。

秋高气爽，新一季的旅游热已
经到来。东台的绿，刷新了生态美
丽颜值，也引领着群众富裕生活，
林下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将推动
林农奔向更高质量的小康生活。

林下经济旺 致富路子宽

林业经营八大模式放大生态效益

记者 班雪凡 通讯员 朱海涛

国庆长假之后，街上的桂花
更加浓香，放眼再望何垛河两岸，
曾经破旧的大车间、小作坊、居民
楼陆续被夷为平地。围挡后面，
成堆的碎石沙砾正在被逐一清
理。8天小长假，对于奋战在房屋
征收一线的工作人员来说，是顺
利完成任务的最后冲刺。

承租户陈铁山的冷库搬迁是
港务处宿舍地块国庆期间的重点
任务，该冷库库存量大，涉及食品
繁杂，搬迁工作靠被征收户自己
完成是个老大难。为了不耽误工
作进度，工作组成员兵分多路，一
边帮他找临时存放点，一边帮他联
系搬运车辆，只用了3天时间，就与
陈铁山达成协议，完成了搬迁和拆
房。现在该地块房屋征收任务已接
近尾声，目前正在对拆除区域进行
碎石清运和垃圾转运。

国庆恰逢中秋，刚好是阖家
团圆、外出游玩的好时节，然而，
奔走在征收一线的每一位工作人
员，都把时间和精力留给了工作
和群众，也正是他们这种顾全大
局舍小家的精神，何垛河的房屋

征收才有了“大丰收”。
城投公司承担的橡胶厂宿舍

地块内基本拆除完毕，空旷的场
地上，一块醒目的蓝色提示牌高
高矗立在中央：橡胶厂宿舍地块
征收指挥部联系人——五行清晰
大字跃然在上，让人看得安心。

“虽然指挥部拆除了，但我们班子
不散，群众有需求随时都可以找
到我们。”该地块负责人金蕾说
道，这几天工作组成员正在对被
征收户的协议进一步完善。

帮困难群众搬家，联系搬运
车辆，申请公租房……为了让每
户群众再无后顾之忧，橡胶厂地
块的工作人员几乎天天和老百姓
待在一起，自己家的事甚至都顾
不上。“同事王荣祥家也在拆迁，
他不搬自己家却给老百姓来搬
家。”办公室里大家开玩笑地说
着，却道出了他们倾情服务百姓
的事实。

目前，何垛河房屋征收已经
基本接近尾声，协议率和交房率
都达到 95%以上，拆房率达到
75%以上。

何垛河两侧的未来让人充满
遐想，更充满期待。

何垛河沿线征迁
接近尾声

本报讯（记者 丁俊） 10月15
日到 16 日，全省 2020 年千村万
户百企化肥减量增效行动工作推
进会在我市召开，来自全省各市、
县（市、区）的农业部门负责人员、
种粮大户代表近 200 人参加会
议。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唐明
珍、我市副市长孙高明等出席会
议。

我市是全国第一批果菜茶有
机肥替代化肥示范市，近年来大
力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扎
实开展有机肥替代，全面推广测
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等综合
配套措施。全市大棚西瓜核心产
区和品牌生产基地单位面积化肥
用量三年减少52.9%，辐射带动全

市化肥使用量减少4.76%，监测点
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 5.4 个百分
点，品牌西瓜糖分、维生素等重要
指标提升近 10%。在实施区域
上，坚持种养循环发展，优先选择
试点作物优势产区、核心产区，新
建智能水肥一体化示范面积2000
多亩，大型沼气工程沼液利用率
达 98%以上。通过以片带面，全
市基本实现了化肥用量明显减
少、农产品品质明显提高、土壤质
量明显提升的“一减两提”目标。

会上，我市交流了推进化肥
减量增效行动的经验和做法。与
会代表参观了我市金满穗基地化
肥“双减”示范区等地。

全省化肥减量
增效推进会在东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