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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多年的历史实践证明，大丰各级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人民的幸福，率
领大丰人民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艰苦努力，在大丰这块热土上建
立并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取得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践行了中
国共产党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在胜利和成功、挫折和考验中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为建设新大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伟大时代领航奋进，大潮奔涌砥柱中流。1949年—1956年，大丰顺利实现了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53年，全县开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制定并
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新中国成立后，大丰的主要领导将自己置身于人民
群众中，带头吃剩饭剩菜，把粮食省下来支援经济建设。1949年深秋的一天中午，
县长张锋和秘书丁正东正在吃饭，恰在此时，帮助修订治水方案的华东老水利专家
来访，看到县长吃的是麦糁子稀饭和老咸菜，十分震惊。县长见老专家前来，立即
起身恭敬相迎。老专家坦诚地讲：“我是来向县长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但看到堂
堂一县之长，吃的是稀饭加咸菜，跟你们相比，我们的待遇已经太好了。”领导班子
的艰苦朴素作风，深深打动了老专家，老专家不仅不再要求改善条件，甚至还送来
了请求降低生活标准的申请，并且连夜加班，提前拿出了治水方案。

过去，大丰是产盐地，自1917年废灶兴垦种植棉花以来，由产盐变成主要生产棉
花。1949年11月中旬，苏北行署棉垦局迁址于大中集，办起棉花良种厂，后移交给县
政府，改名为大中轧花厂。由于党和政府对棉花生产十分重视，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大
丰棉花产量逐年提高，到1952年，棉花产量达6475吨。棉花增产，既为国家作了贡
献，又增加了棉农的收入，提高了棉农种植的积极性，进一步推动了大丰棉花生产。

棉花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一五”期间，大丰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意气风发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大丰经济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
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13232万元，是1952年的1.47倍。粮食总产6.89万吨，是
1952年的1.14倍。皮棉1.17万吨，是1952年的1.80倍。财政收入507万元，是
1952年的1.53倍。城乡储蓄余额102万元，是1952年的3.4倍。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3278万元，是1952年的1.8倍。客运量17.2万人次，是1952年的6.4倍。货运
量10.3万吨，是1952年的2.24倍。中学10所，比1952年增加8所。小学370所，
比1952年增加31所。在校学生3.79万人，比1952年增加1.31万人，其中中学
2737人，比1952年增加2273人。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文化教育等事业都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成就，可以说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10月29日，《新华
日报》刊登了大丰县棉花丰收报道。1958年，大丰县被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为农
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

1965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刊登了大丰自行车飞轮厂“三旗”牌飞轮质量
赶上名牌货的报道。飞轮厂是江苏森威集团的前身，也是老一辈大丰人难以忘记
的辉煌。这个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了发展巅峰，在当时称得上大企业，可以
说就是一座独立的城中城。生活区设有医院、学校、商店、球场、宿舍楼、居民楼等，
设施配套十分齐全。凭借着先进的飞轮制造技术优势，大丰飞轮厂生产的产品远
销国内外，承担了全大丰数千人的就业饭碗。现在的大丰区人民路小学前身实际
上就是当年大丰飞轮厂投资兴办的工人子弟学校。

大丰飞轮厂的创始者用手工打铁的方法制造研发了自行车飞轮，后来经过董
事长孙建权的精明管理后，伴随着当时的国企深化改革，几千位员工的命运也随着
企业的命运转变。该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产品火爆市场，在国内享有极高的盛誉，
在其他企业逐渐走下坡路的时候，飞轮厂却与时俱进，在党的政策号召和正确领导
下，成为了一代人引以为豪的企业。再后来，企业重组，国营企业转变为民营化股
份制企业，大丰飞轮厂更名为江苏森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历过浴火重生，飞轮
厂当年创造的辉煌始终留在几千名“飞轮人”的记忆当中，更成为了大丰这座小城
不可磨灭的历史烙印。

寻访大丰红色印记·光辉历程篇

俯首为人民俯首为人民，，谱写发展新篇章谱写发展新篇章

“高铁长龙连四方，大江南北焕活力。”
常在新闻中听到我国的高铁已成为连接城
市的安全快速通道，中国进入了高铁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机遇里，在国家的扶持下，在
大丰人民的拼搏汗水中，盐城大丰站在2020
年末正式通车。

远在他乡求学的我，在看到盐城大丰站
通车的新闻时，心情是非常激动。回想起
2015年要去湖南读大学时，先要坐大巴去上
海，然后坐火车，前前后后要耗费23个小时才
能到达学校。第一次出家门，坐火车的心情
非常激动，对沿途的风景充满了新鲜，对未来
的生活充满着期待。后来，我慢慢厌倦了在
火车上的等待，在摇摇晃晃前进中，愈发充满
了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想念浓郁鲜美的鱼汤

面，想念风景秀丽美如画的荷兰花海以及在
老家的父母。那时，我总是在想，如果有一天
回家只需要几个小时那该多好。

2016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
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发布了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勾画了新时期“八纵八
横”高速铁路网的宏大蓝图。当时看到新闻，
我感到心潮澎湃，我的心愿快实现。在这之
后，我时刻关注着盐城大丰站的建设动态。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学校早早作了放假
安排，我也赶忙订了回家的高铁票。以前总
是羡慕其他同学可以坐高铁回家，今年我终
于也可以了。这一天等待了5年，总耗时不
过7个小时，足足缩短了三分之二的时间。
以前舟车劳顿，花大半天才到家，自己灰头

土脸，家人也等得辛苦。现在一走
进车厢，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
舒适的座椅，车窗宽敞明亮，乘车

的旅客悠闲舒适地看着车外的景色度过美
好的旅途。列车缓缓开动，平稳提速，如果
不是看到车厢内显示列车时速的数字和窗
外飞驰而过的景物，我真的感受不到列车速
度达到了每小时310公里。这让我想起曾经
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视频，一位在中国旅行的
瑞典人，在乘坐高铁时，将一枚硬币立在高
铁的窗台上，这枚硬币竟然坚持了9分钟才
倒。我也在高铁上悄悄做了这个小试验，真
的成功了呢！

大地飞歌连山海，幸福高铁在大丰。以
“中国速度”享美好生活，四通八达的中国高
铁跑出了美好的生活，更跑出了中国人的自
豪感。高铁方便生活，拉动大丰地方经济，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新时代的大丰必将继续
以高铁速度跑出发展进步的“加速度”，大丰
人民的幸福生活定能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上一日千里、奔驰向前！ （陈荣华）

坐着高铁 奔向美好生活
历史定格在盐通高铁开通的那一瞬间，那

一刻的盐通高铁，没有一个大丰人不谈论，没
有一个大丰人不期待，没有一个大丰人不渴
望，此时的高铁，让每一个大丰人心相连，让每
一个大丰人家相近，让每一个大丰人共命运。
每一名大丰人都感到骄傲和自豪。作为大丰
平凡的一员，欣逢盛世，能够以主人翁的姿态，
去伸出双手、展露笑脸，建设我们美丽的家园，
迎接着每一个亲朋好友，让他们感受大丰的热
情、大丰的神韵。

盐通高铁通车，让这片土地迎来重大发展
契机。驶入飞速发展的快车道，一条飞架南北
的快速路迅速将苏南、苏北串联起来，从此江苏
不再天堑阻隔、隔江相望，整个长三角的经济脉
络将彻底激活，人流、物流、信息流将畅通无阻。
数代人的交通宏伟蓝图今朝得以实现，江苏东
部沿海这片沉寂已久的土地将沸腾起来。大
丰，一座文明古城，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相拥于这

里。高铁在无形中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或许某
时某刻我们会在高铁车厢中擦肩而过。

盐通高铁能够体现出三种生活：绿色生活、
便捷生活、舒适生活。高铁交通的作用是引导
城市发展方向向外围延伸，使每一个高铁站点
都能成为城市活力的小引擎。盐通高铁的开通
加快了人们生活的进程，加速现代化生活的脚
步，让人们出行更加方便、更加温馨，让更多的游
人来这里看美丽的风景，醉人的山水，方便的高
铁。盐通高铁，承载着大丰奔向辉煌的明天！

盐通高铁开通之后，带动了沿线城市的发
展。它不仅是一条交通线，它如彩线串珠一样
把各大城市串联在一起。盐通高铁开通后，为
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方便，出行不再怕堵车，整
个盐通高铁沿线的城市都串联了起来，有人
说，如果城市是散落的珍珠，高铁就是将这些
珍珠串起来的线，串成珍珠项链，这些珍珠会
变得更加名贵。 （晓宇）

高铁，引领大丰通向幸福的天路

“高铁时代·美好生活”征文选登

本报讯 近日，南阳镇组织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视察调研农业产业
发展情况，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出
谋划策，助力乡村振兴。

该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行先
后察看了金色阳光农业园区、温室大
棚蔬菜种植基地、盐城顺风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盐城南翔食品有限公司等
种植基地和农产品深加工企业，详细
了解该镇农业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大
蒜、辣根、韭菜、柿子等农业特色产业
种植情况。

“要实施‘高端农业种植+农业精
深加工+农业观光旅游’的农业园区，

把园区做精、做强。”“要强化品牌效
应，加快申报辣根、韭菜、柿子等农产
品地理标志。”“要结合‘万企联万村、
共走振兴路’行动，大力招引农产品
深加工企业，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代表、委员们视察后，对今后推动农
业产业发展和拓宽增收富民渠道纷
纷建言献策。“我们会利用人脉资源
丰富的优势，积极牵线搭桥，招引农
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延长产业链，助
推农产品加工业集成化、高端化和高
附加值化，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
企业代表和委员们积极表态。

（罗婷婷 徐丹丹 董晓娟）

南阳镇代表委员视察农业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连日来，三龙镇抢抓时
机，全力做好春季小麦田间管理，确
保夏粮增产增效。

该镇农业管理服务部门指导农
民根据小麦苗情、田间草情、墒情，
抓住适期，切实开展好春季小麦田
间管理工作。根据小麦田杂草调
查，当前麦田杂草以禾本科杂草和
阔叶杂草为主，春季小麦田间化除

工作进入关键时期。该镇引导农民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开展杂草防除
工作，严禁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
并妥善收集和保存好农药包装物，
严防乱抛乱扔，保护农业生态环
境。目前，该镇正掀起春耕生产热
潮，着力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为夏粮
丰收夯实基础。

（丁步和 杨旭生）

三龙镇切实加强春季田间管理

本报讯 日前，区融媒体中心
举行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迅速
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坚决把
党史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
处，确保党史学习教育见实效。

该中心要求全体党员干部理
解“为何学”，进一步提高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搞清楚“学什么”，进一步增
强党史学习教育的系统性和针对
性，准确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的目
标要求、重点任务、工作安排，确
保党史学习教育方向正、思路清、
措施实。紧扣“怎样学”，着力在
学做结合中确保党史学习教育落
地见效，紧密结合中心实际，提

高学习质量，深入
基层一线，锤炼过
硬作风，确保高标
准、高质量完成各
项任务。

（丁一）

区融媒体中心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见实效

▲

1958 年，县机械厂
生产的四呎皮带精密车床

▲ 1958年，大道人民
公社新丰农具厂制造的
12匹马力的蒸汽机

本报讯 4月6日，副区长韦国带
领区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住建局、行政审批局、生态环境局
等部门负责人，到区农业重点项目现
场开展走访调研。

区领导一行先后来到中泓鑫海
生物疫苗、试剂项目，绿野新中现代
农业园区提升工程项目，锦绣大地农
业园区提升项目，梦幻迷宫生态高效
农业观光园项目，苏合活禽屠宰加工
及禽产品交易市场项目等现场，详细
了解各项目规划施工、企业经营、资

金运转等情况，并就企业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进行了现场会办。区领导要
求，高度重视农业重点项目建设工
作，紧盯项目建设不放松，不断发挥
我区农产品特色优势；强化责任落
地，加大服务力度，切实帮助解决项
目建设过程中的相关问题，确保项目
早建成、早运营；增强谋划项目的主
动性，加大招引力度，切实把项目建
设抓实抓好，共同助力全区经济建设
高质量发展。

（李馨）

区领导调研农业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本报讯 4 月 7日，大丰高新区
“永远跟党走·共筑中国梦”主题影像
作品大赛开镜仪式在东郊公园广场
举行，来自区摄影家协会的数十位摄
影爱好者参加活动。

据了解，此次大赛由大丰高新区
管委会、区融媒体中心和团区委联合
举办，旨在全面深化区（街）党史学习
教育，兴起全民学习热潮，弘扬新大

丰精神、高新区精神，切实把学习教
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
际成效。活动组织摄影爱好者们走
进该区（街），拍摄剪辑充分展现区
（街）红色文化、全民学史、经济发展、
文明建设、生态保护、宜居生活为主
题的摄影、微视频作品，吸引更多人
关注、了解、热爱该区（街），为建党
100周年献礼。 （李理）

大丰高新区主题影像作品大赛昨日开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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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违法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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