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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袁 那么黄海就是我们射阳人民的 野母亲
海冶遥 因为在 1400 多年前的大唐盛世年代袁射阳还在野母亲海冶的腹中尚未出
生袁沧海尚未成桑田遥 射阳这块热土是黄海孕育出来的骄子遥 野黄海骄子冶很年
轻袁至今还不到 600 岁遥

让我们将时空回溯到 893 年前的南宋建炎二年渊1128冤袁天赐良机袁黄河
野夺泗入淮冶的地理变迁事件在华夏大地暴发了遥 这次黄河改道所产生的影响
力袁堪称石破天惊浴桀骜不驯的黄河像一匹发了疯似的野马袁从西往东袁居高临
下地将黄土高原的大量黄土泥沙昼夜不息地推送到黄海遥 我们的野母亲海冶以
野纳百川尧容万物冶的博大胸怀袁将黄河跋涉千万里运送来的黄土高原上的野厚
礼冶全部笑纳袁聚沙成滩袁集土成涂遥通过长期的沉淀尧淤积尧回流尧辐射袁海岸不
断向东推移遥 也就是在 893 年前黄海开始野腹中怀孕冶袁暗结珠胎袁经过几百年
的漫长孕育期袁最终选择在北纬 33毅3 1忆1 2义要34毅0 7忆1 5义袁东经 119毅55忆48义要
120毅34忆47义袁东沙港以南这块海域野百年分娩冶袁淤结缔造成滩涂遥由野潮下带冶过
渡到野潮间带冶袁再推进到野潮上带冶袁经过黄河尧黄土高原和黄海千百年的共同
努力和联手打造袁 终于孕育出了面积为 2605. 72 平方公里的一块新大陆要要要
这就是美丽而神奇的射阳大地遥

莽莽的黄土高原袁为野黄海骄子冶的孕育尧出生作出了巨大奉献遥她袁提供了
丰富而宝贵的土源遥 平均海拔高达 2000 多米的黄土高原袁上面蕴藏的黄土资
源实在是太丰富了袁它们成千上万年地堆积在那里尧闲置在那里睡大觉遥 大自
然不能容忍野暴殄天物冶袁让资源白白浪费袁这些宝贵的黄土也不甘于在高原上
当废物遥 它们要变废为宝袁到大海中去闯荡干大事遥 于是袁雨水野勇挑重担冶袁出
手相助袁将黄土高原上的大量黄土冲泻到奔流不息的滚滚黄河中袁黄河承接过
黄土袁一路向东方向黄海不停地运送着袁运送着噎噎

滚滚的黄河之水袁为黄海骄子的发育尧成长尧健壮作出了巨大奉献遥 她袁忠
实地履行了野搬运工冶的职责遥 野黄河之水天上来袁奔流到海不复回遥 冶那一泻千
里的黄河水袁浩浩荡荡袁展现出雷霆万钧之神力袁年复一年袁不知疲倦地将黄土
高原的黄土搬运到浩瀚的黄海里遥每年向茫茫黄海运去的泥沙大约有 16 亿吨
至 25 亿吨之多浴 通过黄海长时间的回流尧辐射尧沉淀袁精心缔造着射阳这一方
净土袁向东延伸尧延伸尧再延伸噎噎

黄海骄子的遗传基因得天独厚遥 厚重的高原黄土袁奔腾不息的黄河之水袁
纳百川尧聚宝藏的黄海潮汐袁温和湿润的良好气候噎噎这些独特的重要自然元
素袁为射阳大地注入了无穷的正能量袁构成了射阳特有的资源禀赋袁为射阳创
造了野沐光向海袁做足海文章冶的良好条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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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袁伸开三只长臂袁将无遮无挡的海风转化为绿色新能源后源源不断地
输入国家电网遥 射阳港经济开发区深化与远景尧华能尧道达尔等新能源行业领
军企业合作袁加快推进研发尧制造尧开发尧运维尧储能全产业链发展袁加快中丹
风电产业园建设袁打造沿海新能源经济增长极遥 1 至 8 月份袁射阳港口完成风
电大件装卸量 219 万吨渊430 台套冤袁比去年同期增长 134.9%遥 近年来袁充分利
用资源优势袁高起点规划海上风电袁高标准集聚全球资源袁新能源产业全面起
势袁新能源产业产值年增幅持续保持 50%以上遥

港口优势明显遥 射阳成了全省唯一的拥有商港尧渔港和空港的县份遥 近年
来袁射阳人举全县之力袁加快港口基础设施建设袁将港口打造成对外开放的
野桥头堡冶尧拉动经济发展的野新引擎冶遥 随着风电全产业生态体系初步形成闭
环袁目前已集聚开发侧尧装备侧尧运维侧尧研发侧企业 31 家袁与丹麦曲博伦港尧
格雷诺港签订港口合作备忘录袁合理布局现有万吨级尧3.5 万吨级大件专用码
头袁形成成品件存储区尧码头装卸区尧运维作业区尧保税区等功能分区袁海上风
电施工运维母港尧新能源大件出口港基本成型遥 全力推进 5 万吨级航道码头
工程遥 独特禀赋决定了沿海发展是撬动射阳跨越发展的战略支点和最大变
量袁是决胜未来的主阵地尧主战场遥

海洋野造地冶功力强大遥 射阳拥有的海域面积高达 5130 平方公里袁为江苏
之最遥 谁拥有的海域面积越大袁接受黄海的馈赠必然最多遥 因为只要黄河尧长
江等大江大河仍然在向东向海不停地运送泥沙袁 黄海的造地功能就不会减
退遥 也就是说袁只要黄河水尧黄海水是黄色的袁野母亲海冶每年就会为射阳野生
长冶出 5000 亩土地遥 马克思在叶资本论曳中曾说野土地是财富之母冶遥 年增 5000
亩土地袁这是一笔何等重要的宝贵财富啊浴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袁许多地
方的土地在逐年减少袁年年在为做土地野减法冶而愁肠百结曰而射阳的土地在
逐年增多袁射阳为天天在做土地野加法冶而欢欣鼓舞遥

秦岭要淮河一线是中国重要的地理分界线袁而射阳袁就恰好处在中国大陆南
北分界线的东部起点袁处在陆地与海洋分界线的交叉点上遥 独特的地貌袁四季分
明的良好气候袁天时地利兼得袁为射阳人民野向海图强冶野依海而兴冶创造了诸多优
势遥

湿地仙鹤起舞遥丹顶鹤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鸟袁俗称仙鹤遥野仙鹤不栖无
宝地冶袁 103 公里海岸线尧110 万亩湿地滩涂上水草肥美袁鱼虾尧贝类丰富袁成了鸟
类繁衍的理想野天堂冶袁素有野东方湿地冶之美誉遥每年全球 60%的野生丹顶鹤飞来
这里越冬袁国家在这里设立了世界珍禽丹顶鹤保护区袁人工孵化出来的成群丹顶
鹤袁一年四季野长驻冶射阳袁每年为野生丹顶鹤迎来送往遥 中外游人络绎不绝遥 诗
云院野好风凭借力袁送我上青云冶袁有了丹顶鹤这个世界级国宝袁射阳成了闻名遐迩
的野鹤乡冶袁县城也就成为活力四射的美丽野鹤城冶遥 仙鹤带来了野仙气冶袁射阳沾满
了野仙气冶浴

沃土流金淌银遥特殊的地理位置袁特有的气候条件袁特别的土壤元素袁导致全
县 2605.72 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上宜粮尧宜棉尧宜林尧宜果尧宜桑尧宜药遥

说到宜粮袁射阳大米最有名遥 野北有五常袁南有射阳冶是对全国质量最好的南
北两地大米的总称遥 射阳大米米粒饱满尧乳白糯纯袁香味独特袁是名副其实的野江
苏第一米冶遥 射阳的稻米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袁曾作为晚清宫廷贡米遥 最近
10 来年袁每年销往上海的射阳大米达到 50 余万吨袁在长三角享有极高的市场信
誉遥 射阳连续 12 年被表彰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遥 2019 年全县粮食总产达
113.1 万吨袁名列全国前五名遥 2020 年由产粮大县跃升为全国野超级产粮大县冶行
列袁射阳大米的品牌价值已达 245.32 亿元遥 射阳的知名度不断提高袁射阳大米功
不可没遥

说到宜棉袁射阳人特别感恩清末状元公张謇袁一百多年前袁他率领他的开发
团队来到射阳进行科学规划袁废灶垦荒植棉袁奠定了射阳成为全国产棉大县的基
础遥 上世纪 90 年代袁射阳曾连续九年向国家出售皮棉百万担袁成了全国产棉野状
元县冶遥

说到宜药袁洋马镇知名度最高遥 这里有全国最大药菊尧茶菊和观赏菊种植基
地袁全镇种植面积达 4 万亩袁是名副其实的野菊海冶遥近来还被评为野江苏最具人气
的乡村休闲地冶遥洋马菊花种植已有 60 多年历史袁已形成观赏性菊尧药材菊尧茶用
菊三大系列 1300 多个品种袁其中茶用菊尧药用菊占了全国总量的 60%遥 也就是
说袁如今我们泡的菊花茶和药用菊中有六成就产自洋马遥洋马镇是江苏省最大的
野苏菊冶生产基地袁又是全国知名的野中国药材之乡冶袁还是国家级白菊花绿色食品
生产基地遥 这里 75%的农田尧80%的劳动力从事以菊花为主的药材栽培袁年产干
药材近万吨遥鹤乡菊海袁十里菊香袁不仅是乡村游的观赏胜地袁还是洋马镇现代农
业产业化基地遥 野菊海冶中的中药文化展览馆尧菊花药材加工园等景点袁集观赏和
生产于一体遥全镇现有 100 多家菊花加工企业袁全国知名凉茶企业王老吉原料生
产基地袁就在洋马镇内遥 每逢十月金秋袁很多人慕名前来观赏菊花袁乡野小路上袁
你会发现家家户户农田上都种满了菊花袁路上时不时飘来阵阵菊花清香遥道路两
边的菊花加工厂和作坊星罗棋布袁人们在翻晒尧烘烤菊花袁田间的花农采摘菊花袁
在菊海景区袁你能看到绵延十里的菊花竞相开放袁菊田黄白相间袁花团锦簇遥游客
不仅能赏菊品茶袁还能洗药浴尧品尝药膳噎噎全身心都浸染在菊花的魅力当中遥
洋马镇那幅如诗如画的野冲天香阵透长安袁满城尽带黄金甲冶的场景袁令许多游人
吟起了陶渊明的名诗院野采菊东篱下袁悠然见南山冶遥

说到宜桑尧宜林尧宜果袁野桑乐田园冶野万亩金海森林公园冶野四季果香冶等既有
野风景冶又有野钱景冶的带民富尧增颜值的好项目袁既增加了射阳人民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袁分享绿色福利袁又可以促进旅游产业登上新台阶遥

射阳素有野百河之邑冶之称谓袁但最有名最有故事的是射阳河遥 射阳河全长
198 公里袁流域面积 4036 平方公里遥 西从宝应射阳湖流出袁向东经过建湖尧阜宁尧
滨海袁到达中下游的射阳河口注入黄海遥 射阳河的历史悠久袁射阳的县名就是因
河而来遥 春秋时期即有记载遥 它不是人工开凿袁它是一条天然河尧野神话河冶遥 一
对神羊下凡袁为解百姓屡遭水患之苦袁与邪恶的东海龙王作殊死斗争后袁运用神
力和生命而开挖出来的一条绵延数百里尧九曲十八弯的神河袁野神羊河冶的谐音
即野射阳河冶也浴

射阳河对于以他命名的射阳县情有独钟袁关爱有加遥 纵观射阳境内的河面
最宽袁水流量最大袁风光最美袁为民造福最多遥 他接纳了射阳境内的 16 条骨干河
道尧183 条大沟和 2446 条中沟后袁又携手黄沙港尧新洋港尧小洋河尧通洋港尧海河尧
廖家沟尧潭洋河尧六子河袁相互贯通袁野老大哥冶率领一帮野小兄弟冶袁同心协力造福
射阳袁遇涝时及时排水入海袁遇旱时滋润射阳全境 20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袁确保
年年旱涝无忧袁岁岁五谷丰登遥 射阳水丰河多袁但只有野水利冶而没有水灾遥 这是
射阳的河流特征袁也是射阳人福分遥 射阳人可以骄傲地告诉世人院射阳已经超过
半个世纪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旱灾害了遥 射阳既有大海野造地冶袁又有大河滋润万
物袁因河得名袁向海而兴袁堪称一方福地浴

射阳是一座新兴港城袁美丽鹤城遥早在 1988 年袁射阳县就被国务院列为首
批沿海对外开放县遥县城距盐城机场 40 公里遥县内等级公路网络健全袁沿海高
速公路纵贯射阳全境袁特别是高铁开通后袁大大缩短了射阳与沪尧浙尧鲁地区的
时空距离遥射阳发展条件优越袁宜居环境特优遥射阳县城建成区面积 13 平方公
里袁初步形成 25 平方公里的辖区雏形遥 县城居住人口 20 万人袁常住人口已达
18 万人袁全县城市化水平近 35%遥 已先后获得省级卫生城市尧省级园林城市尧
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等光荣称号遥 合德太阳城朝阳街建成于 2000 年袁因朝阳桥
而得名袁位于老县城核心地段袁承载着众多射阳人的记忆遥然而随着岁月更迭袁
风雨侵蚀袁广场内外建筑老化陈旧袁加快改造的呼声渐高遥民众有呼声袁政府必
有所应遥 县政府将朝阳街改造升级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袁投资 1.5 亿元袁
打造集智慧党建尧商旅尧管理和服务为一体的朝阳特色商业街区遥 一座观光天
桥宛如一道五彩缤纷的彩虹高悬在小洋河上袁 每到华灯初上的时候袁 流光溢
彩袁美轮美奂遥 老城区城市面貌尧人居环境的改善袁与新城区发展同频共振袁新
城区人民医院尧安徒生童话乐园尧千鹤湖公园尧杂技艺术中心等一批民生实事
项目袁幸福华城等三个特色夜市袁推动消费能级与城市能级双提升遥

射阳的魅力不仅体现在城市袁乡村也同样增颜值尧添活力遥 在海通镇射南
村新型农村社区袁一幢幢新农居错落有致遥 近年来袁射阳集中力量打造一批特
色小镇袁持续做好农房改善袁彰显海洋风情尧水绿生态袁累计改善农房 3.5 万
户袁建成洋马贺东尧特庸王村尧海河旭日等一批省级特色田园乡村遥射阳是中国
优质粳稻之乡袁射阳大米获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14尧15尧16 届金奖袁获 15尧
16尧17尧18 届中国国际粮油交易金奖遥

射阳这座有爱的小城袁美丽的乡村袁近百万人民袁长期受到淮盐文化尧农耕
文化尧移民文化尧海洋文化氛围的浸润袁形成了射阳特有的人文环境袁也塑造了
射阳人特有的性格和禀赋遥主要体现在特别能吃苦袁特别能奋斗袁特别团结袁特
别有智慧遥 人文环境影响射阳城乡每一处角落袁影响全县每一个人遥 这样的环
境中袁射阳人才辈出袁从政的盛华仁位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曰从军的周
克玉尧陈德鸿成为解放军高级将领曰从事外交的刘古昌位至外交部正部职副部
长曰种地的巴一恺可以成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常委曰患了绝
症的农技员姜德明高位截肢后可以成为野农技铁人冶袁连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曰
民办教师王汝芹可以成为首都北京的一所大学校长曰 办小厂的教师王毅可以
成为大上海的著名民营企业家曰 爱涂抹农民画的王复军可以成为蜚声中外的
农民画家曰至于读书求学而成为知名教授尧专家尧学者的就更多了遥

由于射阳与众不同的人文环境袁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袁陈
毅尧黄克诚尧洪学智尧陈丕显尧张爱萍等八路军尧新四军高级将领选择射阳为革
命根据地袁在射阳成立野华中工委冶袁选择射阳儿女参军支前袁选择射阳民众参
加渡江战役遥 一大批八路军尧新四军优秀文艺工作者尧新闻记者选择到射阳来
施展才华遥 如著名报人邹韬奋尧阿英袁著名作曲家贺绿汀袁著名作家陈登科等袁
他们的足迹遍布射阳袁他们的作品也在射阳首先流传遥

野母亲海冶孕育了野黄海骄子冶袁野黄海骄子冶立志野向海图强冶浴 射阳以决战
决胜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首年野卡位战冶为抓手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袁开展野我为
群众办实事冶实践活动袁决心在野两在两同冶中建新功遥 如今的鹤乡大地袁蓝天
白云常驻尧鲜花绿树相映尧主导产业红火袁一幅更加厚实尧更加温暖尧更加有爱
的野强富美高冶现代化新射阳美丽画卷正泼洒新的诗意遥 今年以来袁射阳县以
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开放的姿态袁在野时冶与野势冶的变化大局中准确谋划发展道
路袁坚持把沐光向海作为野十四五冶发展的战略取向袁做足海文章袁打好生态牌袁
深入实施野产业提质提效尧创新赋智赋能尧沿海开放开发尧城乡出新出彩尧民生
优先优质尧社会善治善政冶六大行动计划袁全力打造江苏沿海绿色转型先行区袁
走出一条具有射阳特色的跨越赶超之路遥

射阳的成陆原因与众不同

射阳的海洋资源与众不同

射阳的地理位置与众不同

射阳的河流特征与众不同

射阳的城乡魅力与众不同

射阳的人文环境与众不同

尾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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