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豫镇

遍地黄花分外香
□ 姜红 陆和煦 包玉龙

—— 2022年11月20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金秋季节，走进大豫镇一门闸
村金丝皇菊种植基地，只见 50亩金
丝皇菊竞相绽放，满地金黄，朵朵菊
花迎风而立，清香四溢，村民们趁晴
好天气，抢抓农时，采摘、分拣、烘
烤，将金丝皇菊制作成品供应市场
销售。

“我们一天采摘的时间在 7到 8
个小时，每人一天大约能采摘 120
斤，有 100多元钱的收入。流转我的
土地又给我一亩 600元。”前来采摘

的一门闸村村民季杰高兴地告诉记
者。2017年，一门闸村依托当地的土
壤和气候优势，从外地引进金丝皇菊
种苗和烘烤设备，发展皇菊产业。经
过近 5年的摸索实践，金丝皇菊种植
和深加工技术日益成熟，育苗成本从
最初的 2.5元每枝缩减到如今的 0.15
元每枝，极大地降低了种植成本，同
时随着产量的不断提升，村民收入也
得到大幅提高。今年，一门闸村共种
植金丝皇菊 50 亩，亩产湿花 600 公

斤，烘干后可达 50公斤，年产值 50万
元左右。

“金丝皇菊这一特色产业，一方
面带动了村民务工增收，改善群众生
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我们从育苗、
种植、加工、销售、品牌等方面着手，
推动一门闸村菊花全产业链的发
展。”村党总支书记黄浩新告诉记者，
2018年，村集体投资 80万元，成立了
南通东湖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规
范生产流程，拓展销售渠道，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2020年注册商标“犇
菊”，进一步开拓了市场，让金丝皇菊
有了自己的“金字招牌”。

金丝菊花生长得异常茂盛，花
形大且呈球状，浓香扑鼻，不但具
有观赏价值，在药用方面，还具有
清热祛火、清肝明目、润肠排毒等
多种功效。金丝皇菊种植全程不
打农药，绿色无污染，待成熟后，便
开始采摘、装箱，送至加工车间，待
一个个铺平后装进烤房，烘烤 54个
小时，最终制成金丝皇菊成品。依
据品相分为袋装、罐装和礼盒装，
通过淘宝等网络平台和线下推广
等多种途径销售，从而促进村集体
经济持续增收。

“今年我们准备再投资135万元，
新增4间烘干房。南通东湖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里面我们也会重新装
修，进行提档升级。明年，我们将会
和江苏省农科院进行对接，预计连片
种植面积能够达到 100亩，明年的金
丝皇菊种植，不管是面积、设备还是
环境方面都会有更大的提升，更好带
动农业增效、农村增色、农民增收。”
黄浩新说。

□ 徐宇博

—— 2022年11月21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江苏省四星级科技教育先进集
体如东县古坳初中、南通市义务教
育首家“课改样板学校”如东景安
初中、如东县丰利小学 4 人参加全
国第六届珠心算比赛，如东县域

“双减”工作被江苏省教育厅推介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回首过去
的十个春秋，如东教育成就硕果累
累。我县紧紧围绕“办人民满意教
育”总目标，深入贯彻落实教育大
计方针，推动义务教育从“基本均
衡”走向“优质均衡”，改革效应进
一步凸显。

■“面上统筹”促进学校布局
“一盘棋”

“乡村弱、城镇挤”等教育资源
分配不均问题怎么办？妥善处理好
学校、班级“存量”与“增量”问题消
除大班额现象怎么解？如东县委编
办、县教育体育局按照新型城镇化
发展和常住人口规模、学龄人口变
化趋势以及省定办学标准，落实义
务教育学校布局规划，通过新建、改
扩建等方式，统筹建好“家门口的学
校”。着力提升学校教育质量，合理
分流消除大班额，推进“镇与镇”“校
与校”教育的优质均衡，妥善处理好
学校、班级“存量”与“增量”问题。
围绕县城教育资源需求，按照小学、
初中等学段学龄人口分布等要素，
进一步优化施教区范围，压缩实验
小学、掘港小学、实验中学等学校本
部班级规模，设立实验小学城北和
城中 2个校区、掘港小学城东校区、
实验中学城北和城南 2个校区，城区
学校资源配置得到进一步优化，优

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进一步扩大。10
年来，全县累计投入超过 50亿元，涉
全县中小学超过 100所，包括新建、
改扩建 22所初中、50所小学。

■“县管校聘”激发教师人才“源
头活水”

教育资源要实现优质均衡，师
资力量是重点。建立义务教育教师

“县管校聘”管理体制机制，出台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
革实施意见》，按照学校布局调整、
办学规模、生源变化、师资结构、课
程设置等情况统筹分配编制到各学
校。结合教师进修培训、生病生育
和寄宿制学校等因素，动态调整各

学段、各区域、各学校编制配置，促
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县管
校聘”改革模式获评省教师队伍建
设优秀工作案例一等奖。建立常态
化校长、教师流动机制，推进校长、
教师优质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校
长、教师在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合理
流动，确保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每年
交流比例不低于符合交流条件教师
总数的 15%，城镇学校骨干教师交
流比例不低于符合交流条件骨干教
师总数的 15%，重点引导优秀校长
和骨干教师向农村学校、薄弱学校
流动，其中交流到乡村学校任教不
少于 2 年，仅去年交流的骨干教师
比例就高达 21.1%。落实学校用人
自主权，进一步完善岗位聘用制度，

健全以合同管理为基础的用人机
制，实现由达标量化考核向实绩质
态考核转变。

■“共建共享”做优教育资源“融
合文章”

我县积极推动各学校充分利用
周边资源，探索“馆校共建”“结对共
建”，着力促进教育资源优质均衡。
在如东县博物馆内，来自解放路小
学 105 班的孩子们正在上陶艺课
程。陶艺老师耐心地为孩子们讲解
了拉坯的方法、塑形技巧及注意事
项，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想一展身手
……一件件可爱、精致的作品纷纷
诞生，令人爱不释手。这是如东县
解放路进一步落实“馆校共建”、做
优教育资源“融合文章”的现实写
照。解放路小学地处如东县东城新
区文化中心，与县体育馆、文化馆、
图书馆和博物馆相邻，通过“馆校共
建”平台，学校已经开展了各类课外
实践活动、文体活动等，初步形成了

“班班有不同，班班有特色”的教育
格局。像这样的“共建共享”的教学
模式如东县还有不少，各学校依托
周边场馆资源与本土师资力量，不
断完善学校课后服务课程体系，持
续探索“馆校共建”项目新模式，开
发特色校本课程，促进学校特色发
展，全面提升县域“镇与镇”“校与
校”的特色教学。十年来，全县先后
成立 28个教育共同体，进一步加大
共同体内学校之间管理干部、学科
教师、学生实践的多元交流，如东县
教育人才政策三次蝉联“省教育人
才工作先进单位”。

推动义务教育走向优质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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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新泉

—— 2022年11月22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农业重大项目建设激发产业发展动能

近年来，我县将农业重大项目
建设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主要工
作，通过农业重大项目激发产业发
展动能，不断促进产业发展载体平
台要素集聚，健全产业链，打造现代
农业融合发展样板，助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重大项目示范引领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的落脚点在于把规划
蓝图变成现实场景，我县通过项目建
设，引领乡村高质量发展。新建成投
产的优嘉中化现代植保产业园二期
项目，总投资 9.6 亿元，建筑面积
28140平方米，购置合成釜、脱溶釜等
主要生物制剂生产设备4227台（套），
有效提升全县农业植保制剂发展水
平，促进当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总投 2.5亿元的通威渔光一体如东四
期项目，通过光伏板角度变换，可有

效调节水温为河蟹提供适宜的生长
温度，亩均产量比一般水面要高出
20%。项目通过渔业养殖电气化改
造，实现养殖环境智能处理系统、智
慧生产管理系统，为推进现代无人渔
业养殖模式奠定坚实的基础。总投
1.07亿元的福海速冻果蔬精深加工
项目，年处理各类果蔬36000吨，加工
销售速冻果蔬 20000吨，对全县特色
农产品产业链条纵向发展起到了重
要的示范带动作用。

充分发挥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加
工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果蔬和优质
稻麦为主导的特色产业。总投资
1200万元的掘港街道高品质果蔬智
能温室项目、总投资 2600 万元的曹
埠镇优质果蔬智能温室种植项目、
总投资 1600万元的绿色蔬菜育种与
种植项目，以及总投资 1500 万元大
豫镇万吨出口高品质蔬菜集散中心
建设项目，有效巩固了全县农业特

色产业基础。
加强农业产业园建设，新建的掘

港街道农业科技园建设项目、曹埠镇
埠荣大米加工项目、曹埠镇桃李村农
产品加工仓储项目、大豫镇蔬菜加工
能力提升项目，累计总投资 8511 万
元，园区特色产业基地加工类项目的
落地建设，完善了园区功能，有效提
升了农业产业发展水平。

精深加工撬动农业发展第二增长极

作为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
和农产品生产贡献力“双百强县”，农
业重大项目支撑作用不可或缺，尤其
是先进加工业、服务业类项目。如东
按照精准定位、按需引进，储备筛选、
适时落地的原则，出台了《关于印发
如东县关于支持农业产业融合发展
和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的工作意
见（试行）》，加大了对农业农村重大

项目的扶持力度。在政策引导激励
下，目前，如东县食品科技产业园在
谈在建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 6个，计
划投资达到12亿元。

位于如东经济开发区的银琪纳
豆类食品添加剂生产项目总投资
4600万元，新建生产设施及辅助用房
1976.76平方米，购置高新技术设备，
构建食品级纳豆提取物生产线一条、
饲料生产线一条，可形成年产食品级
纳豆提取物 30吨、饲料 5000吨的生
产规模，可实现当地黄豆农产品效益
跨越式增长。

位于南通外向型农业综合开发
区的标龙绿色慧谷精深加工项目
总投资 1 亿元，主要利用当地特色
农产品优势，从事食品添加剂、食
品香料加工等精深加工产业，有效
推动当地食品产业集聚与升级步
伐，加快本地区食品产业体系的积
极转型。

洋口镇洋口村

建设“村中城”村民变居民
□ 杨丹 吴文军 张平

—— 2022年11月17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岁月深处的村史馆
□ 孙同林

—— 2022年11月22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每一个村落都有一个特定的
地域，每一个村落都有一段属于自
己的历史，每一个村落都有一段独
特的文化，孙庄村也不例外。

孙庄村是如东县袁庄镇的一
个村，位于袁庄镇东北角，这里曾
经因地理位置偏僻，信息闭塞，成
为一个经济发展落后村。改革开
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
孙庄村人抓生产、搞经营、改环境、
促提升，不但摘掉了落后村帽子，
而且跻身先进行列，目前已经拥有
国家级“绿色村庄”“江苏省文明
村”“江苏省美丽乡村”等众多头
衔。去年，孙庄人利用创建“江苏
省特色田园乡村”契机，建成孙庄
银杏长寿文化广场、文昌园农民公
园和孙庄村史馆等田园景点，给孙
庄村又增添了几分亮色。

位于孙庄村西侧红星河上的
孙庄桥是通往孙庄的必经之路。
一座占地近 1000平方米的村史馆
两层楼建筑，就坐落在孙庄大桥向
东不远的村道南侧。

走进村史馆，一段段文字、一
幅幅照片、一件件实物，把我们带
进一段历史。目光所及的每一样
事物、每一件东西，可能都要比一
个人的人生来得漫长和丰富。犁、
耙、石磨、木耙等农耕工具，再现了
上一辈田间劳作的艰辛。旧式木
桶、竹篮、鱼篓、蓑衣、马灯、罩灯等
生活用品上布满了农人生活的印
迹，让人从上面看到农家朴实生活
的场景。

村史展厅以孙庄村发展史料
时序为线索，分为四部分，它们被
分别命名为变迁、曙光、图强和振
兴。变迁厅记述了孙庄村从成陆
以后的各种发展变化，孙庄人追求
物质文明和文化自信的艰辛道路；
曙光厅展现的是 1940年新四军东
进以后，孙庄村早期的志士仁人跟
着共产党闹革命，迎着曙光前赴后
继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图强厅展
出了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孙庄

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 1955年
至 1959年期间创办初级社、高级
社，随后的1957年至1984年期间，
大力兴修水利，发展畜牧业，创办
工业，在全镇建成第一座灌溉站，
在全镇第一个接通农村生活照明
用电等等孙庄人发愤图强的史实；
振兴厅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后，政府部门对孙庄村
加大投入力度，孙庄人自力更生，
不断改善交通条件，改变居住环
境，实施厕所革命等等，特别是建
成了千亩特种蔬菜基地和两百亩
连片智能大棚等特色许设施，提升
了孙庄村大农业品位，成为如东县
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新亮点。

乡风民俗厅展现的是孙庄村的
民风民情，从民俗文化中可见孙庄
先民的艰辛生活。在村史馆外延部
分孙庄文昌园里，还展出了孙庄好
人榜，孙庄部分姓氏的家训家规，展
现了孙庄村的乡贤人物故事……

全程参与孙庄村史馆筹建、设
计和布置的袁庄镇副镇长曹晓春
说：“建村史馆的目的是让村民更
加了解自己的家乡，增强自豪感和
归属感，使村史馆成为乡村振兴的
精神源泉。同时村史馆应该成为
当地文化景观的一部分，与当地旅
游业的发展相辅相成，以独特的文
化魅力吸引外地游客。”

在村史馆门厅醒目处，装裱了
一副由孙庄村一位十四岁少年书
写的对联：“村史家史皆传白果坚
守，古人今人尽颂皂角无私。”虽然
是少年所书，笔法却颇显老到，让
游人从中看到孙庄村是一个人文
荟萃之地，小孩子的出手也如此不
凡。联语道出孙庄村的银杏和皀
角两棵古树，它们就像淳朴的孙庄
人一样扎根于孙庄大地，坚守着这
片沃土，同时道出孙庄人乐于奉献
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孙庄村史馆是一个让人铭记
历史的地方，孙庄村史馆又是一个
让人留住乡愁的场所。

“自从土地流转出去后，不仅
多了一份流转收入，我还有时间
出去跑运输了，一年下来二三十
万元的收入不成问题。你瞧这漂
亮的楼房，年底我家就准备搬进
去了！”洋口镇洋口村村民宗在军
指着农民集居点的新居高兴地告
诉记者。

洋口村是洋口镇新城建设的
所在村，也是洋口镇新农村建设、
城镇建设的先行村。近年来，随着
地方经济快速发展，村民实现了家
门口就业，全村 1万多亩耕地全部
实现流转。为让更多的老百姓共
享发展成果，2013年以来，洋口村
以江苏“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启
动新镇区建设，先后征收房屋1708
户，征收房屋 57万多平方米，建成
用地面积300多亩、建筑面积25万
平方米的小区集中安置村民，为村
民营造舒适、安全、可靠的居住环
境。

截至目前，洋口村已经开展了
5次集中搬迁安置，带领全村 1621
户村民从农村搬迁到城镇，“村民”
成为“居民”，过上了城镇化生活。

“以提高小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文
明程度为出发点，打造清洁、舒适、
绿色、文明的居住环境。”洋口村党

委副书记於望成介绍，2018年村里
投资约 1700万建设集居小区，不
仅绿色植被覆盖率高，而且小区内
配套了 308根路灯，一个篮球场、
一个足球场和一个网球场。小区
内建设了凉亭，打造了景观河，配
备了健身器材，还修建了 4个生活
垃圾分类亭，每个垃圾亭摆放 4个
垃圾分类收集桶，小区内每家每户
门前都有干湿垃圾分类垃圾桶，垃
圾由专门的保洁人员定时转运至
垃圾收运点。洋口村还推进全域
治水，投资约 1000多万元实施“幸
福河”升级改造项目，投资 280万
元对河坡绿化再升级，全力打造水
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环境。

近年来，洋口村依托土地发
包、滩涂出租等，每年经营收入达
到 700多万元。村级经济不断壮
大让村民共享发展的红利，村里先
后实施了“发放老年人生活补助、
免收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费用、实施
医疗互助、为老年人购买意外保
险”等四项惠民举措。“我今年 62
岁了，可以从村里领到 1440元的
生活补助。另外土地流转的租金
每年还有 15000元，再加上退休工
资，养老的钱不用担心了。”村民耿
祝贤开心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