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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荣探索“新个体”共富路径
展更多的“新个体”，今年 9 月，昌荣
镇又启动实施“千名创客、千张床位”
的“双千计划”，全镇每年安排 100 万
元专项资金用于扶持电商发展和民宿经
营，计划招引一家三星级连锁酒店，培
育 30 家精品民宿，力争精品民宿年均
营业额超百万元。
“‘千张床位’计划是基于昌荣镇
的红色小镇旅游、特色田园乡村旅游，
它可以促进增收帮助困难群体在家创业
就业。”邵国昱说，旅游带动民宿，民
宿促进旅游，目前全镇旅游虽未形成大
气候，但随着众多项目落户严昌荣红色
景区，三星级花园酒店二期开建，特色
田园乡村串珠成片，新兴旅游业已蓄势
待发。从某种意义上说，本地民宿餐饮
发展已经滞后。今年 10 月，我市文旅
部门联合长三角城市，开展“特色田园
乡村游”营销活动，每天都有旅游团到
特色田园乡村观光旅游。由于全镇几个
特色田园乡村不具备民宿餐饮接待能
力，以致旅游团队流到别的村庄消费。
“千张床位”如何引爆？目前，正
贤居大酒店二期已进入扫尾阶段、万昌
魔法餐厅已启动建设，两大平台将成为
培育民宿餐饮的“摇篮”。为推动民宿
餐饮业龙头企业发展，该镇优先向龙头
企业供地。依托“万企兴万村”行动，
整合华泰证券项目资源，打造融电影观
看、茶厅、餐厅为一体的万昌魔法主题
餐厅，建成后可一次性容纳 500 人就
餐。
位于昌荣集镇的正贤居酒店，由在
外能人陈景友投资。2015 年，一期投资
2200 多万元建成开业，包括餐饮、洗浴
及部分床位设施。二期投资 2400 多万
元，上马自助餐、娱乐、会务、民宿项
目，其中客房 72 间 （套）。“目前，酒
店已免费培训农家乐餐饮人员，待乡村

民宿建成，也可作为酒店连锁，由酒店
公益培训业主、服务员，实行联动发
展。
”正贤居酒店总经理陈小正说。
在省特色田园乡村安仁村，两处民
宿正在建设。“一处是村集体收储的民
房，一处是租赁的民房，都是带院的三
间 平 房 。” 安 仁 村 党 总 支 书 记 姚 德 银
说，每处民宿的两个房间分别设立单床
位、双床位，设有公共卫生间、洗浴
间，主要起示范引领作用。
看到来村的游客不断，在村里支持
下，安仁村村民蒋德荣也将自家楼房改
造为民宿餐饮。蒋德荣 50 多岁，妻子
病故，儿子儿媳也因家庭变故离婚，他
平时要照料孙子增收较困难。“村里请
专业人士帮助规划了三间客房和农家乐
餐饮，这样老蒋在家就能创业增收。”
姚德银说，村里将优先帮他联系客源，
村干部也可以帮忙服务，时机成熟后还
可以雇人，为其他低收入户解决就业岗
位。村里将在今明两年发展民宿床位 50
张，农家乐桌席 60 桌，打造“邻水农
家”民宿品牌。这样，村里的 14 个低
收入家庭，通过民宿餐饮创业就业，就
能跟上共同富裕的步伐了。
正在积极创建泰州市特色田园乡村
的陈唐村，更是率先加入了“双千计
划”。“我们计划改造闲置老村部，挖掘
军旅文化，整合周边空关房，形成 70
张床位，致力打造成老兵回忆营、军旅
向往营、少儿体验营。”陈唐村党总支
书记杨根宝说。
“1000 张床位，除去正贤居 200 张
床位，在村庄可以实现至少 200 人创
业、100 人就业，满足在家增收困难的
村民创业就业之需。”邵国昱说，“双千
计划”的实施，农村两个增收难群体都
将在创业就业中实现共富。

市人大代表视察消防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刘江）11月23
日下午，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吉天鹏带领部
分市人大代表实地视察我市消防工作。
大家先后实地视察了得胜湖专职消
防队、兴东镇东鲍村微型消防站、吾悦广
场消防控制室和锁龙安全文化教育体验
基地。随后召开的人大代表评议会上，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常冬海汇报我市
消防工作情况。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
《江苏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要
求，对照“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工作方

针，积极夯实党委政府、行业部门和社会
单位的消防工作责任，全市消防安全形
势保持总体平稳。截至目前，我市主城
区共有消防站 2 座，消防指战员、专职消
防员和消防文员 73 人，执勤车辆 13 辆，
营区面积 2.198 万平方米。
代表们充分肯定了我市消防工作取
得的成绩，同时建议，相关职能部门要正
视存在问题，厘清工作职能，加强协作，
强化沟通对接；要深入开展社会消防宣
传教育工作，普及消防法律知识和安全

常识，提高全民消防安全意识；要加强消
防监督检查，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完善
消防规划和消防设施建设，建立健全长
效消防隐患排查整治机制；要进一步提
升我市消防救援能力和应急管理能力，
为全市社会经济事业发展和人民安居乐
业提供更加安全的环境。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常传林主持评
议会。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杭爱兵参加
活动。

市融媒体中心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倪 宇）日前，
市融媒体中心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专题学习会，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
会上，市融媒体中心负责人领学了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会议要求，
中心上下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周密部署、
精心组织，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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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中心孵化千名电商，
“千张床位”
孕育百余老板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顾日升 通讯
员 葛 彦 孙 瑶 徐泽云）“看这蛋，腌
得直流油，买了它你们也会一样富得流
油……”自去年 7 月受雇担任昌荣镇富
民村兴昌蛋品有限公司网络销售，王爱
平每天上午都直播卖货一个多小时，诙
谐幽默的推介让吃货们竞相下单。
王爱平今年 27 岁，高职毕业后回
到家乡唐子村，由于学历不高，一直没
有找到满意工作。去年春，她参加镇创
客中心网络销售培训班，并在创客中心
孵化下成为网络销售个体户。“如今在
兴昌蛋品公司担任销售，我感到生活越
来越有奔头。”王爱平说，去年她为公
司销售蛋品额 170 多万元，今年以来销
售已达 300 万元，公司给她的月工资加
绩效超过 5000 元。
“王爱平成为新个体，作用不一
般。”昌荣镇党委书记邵国昱说，“其一
她本人生活富庶起来，其二让蛋品加工
厂得到发展，其三既活了养鸭户又活了
务工农民，带动了产业链同频共振。
”
据介绍，像王爱平这样回流乡村的
青年，在昌荣镇人数不少。他们增收困
难，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成为“落雁”。
而他们恰恰又是当下农村最有文化的一
部分人，是未来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
为了让“落雁”飞起来，三年前昌
荣镇成立创客中心，用“一站式”“保
姆式”服务招引 9 家电商公司，定期举
办电商创业、抖音直播培训班，培育电
商人才 300 多人，实现了青年创客从 1
中心向 10 个村的全覆盖，并推动形成
“唐 子 糁 子 酒 ”“ 盐 北 螃 蟹 ”“ 鳌 拜 龙
虾”“思乡葡萄”“状元咸鸭蛋”“潘福
记牛羊肉”和“孙炳国卤菜”等 17 个
特色农产品品牌，线上年销售额突破 2
亿元，带动农民人均增收超千元。
为助推电商发展、拓展新业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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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深悟透全会精神。作为新闻宣传部
门，全体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必修课”，先学一步、
学深一层、学出成效，更加坚定地忠诚核
心、信赖核心、紧跟核心、维护核心，奋力
走好新的赶考路。要提高宣传实效。要
发挥好融合传播优势，紧紧围绕全会主
题 ，开 辟 专
题 专 栏 ，策
划推出一批

有分量、有影响力的系列报道、特别节
目，用更生动、更贴近、更感人的方式增
强受众黏性，推动全会精神入脑入心、走
深走实。要狠抓贯彻落实。要把贯彻落
实全会精神同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
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建强用好全媒
体矩阵，
实现移动优先宣传格局。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快乐的校运会
兴化市茅山学校

“神游魏晋——
王家任书法作品展”
在泰州美术馆开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沈 阔 管
新宇）丹青流韵，翰墨芳华。11 月 23
日上午，
“ 神游魏晋——王家任书法
作品展”
在泰州美术馆开展。
此次王家任书法作品展以“神游
魏晋”为主题，精选了王家任潜心创
作的 28 副作品亮相此次展览。走进
展厅，行草魏碑“神游魏晋”茂密苍
茫；行草“曙色苍茫里、征车正发时”
既开既合，收放自如；楷书魏碑“细雨
疏疏带晚烟”、小楷“洛神赋”谦恭温
和，
不激不厉……
据了解，本次王家任书法作品展
是泰州书画名家系列学术展之一，由
泰州市文广旅局主办，泰州市美术馆
承办，主要面向全泰州近年来在国
家、省各类展览中获奖及在泰州地区
书画创作有较高造诣的书画家。王
家任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泰州
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泰州南社文化
促进会副会长、民盟泰州书画院副院
长，作品曾经获得第五届中国书法兰
亭奖、入展第十一届中国书法篆刻大
展、第三届“四堂杯”全国书法大展、
颜真卿“祭侄文稿杯”全国书法大展、
“刘禹锡杯”全国书法大展等各种展
览。

兴化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征集
2022 年度改善民生
实事项目的通告
为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致力民生谋幸福，市政府决
定，2022 年继续开展为民办实事工
作，切实解决一批人民群众身边的
“急难愁盼”问题。为提高实事项目
的精准度和有效性，真正把实事办到
老百姓心坎上，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
实事项目意见和建议。征集范围主
要包括：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养老
服务、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居住改
善、交通出行、环境整治、社会治理、
便民服务等方面。项目建议要求民
生关联度大，群众受益面广，具体可
行，一般能在年内完成。征集时间为
11 月 22 日至 11 月 30 日，相关建议可
以电子邮件形式发至 xhfgwzhk@163.
com，或以书面形式寄至市行政中心
7 号楼 7406（请在信封上注明“民生项
目建议”
），并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
以便联系。联系方式：
83326716。
兴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22 日

九（2）班

山雨欲来风满楼。中考在即，自从
升入九年级，我们渐渐紧张起来，时常
“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学校举行的秋
季运动会，恰似一片晴空，让我们拥有
了一段短暂而快乐的时光。
不必说百米赛道两旁响遏行云的加
油声，也不必说篮球场周边飓风般的摇
旗呐喊，单是操场西北角的跳高跳远场
地，就有无穷的乐趣。
这里人头攒动，跳高助跑的跑道两
侧，形成两道密不透风的人墙。个子不
高的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挤了进去，
找到一点立足之地。
“嗖”的一声，一个黑色的闪电，
从我眼前划过。只见一名黑衣男生，轻
松跨越跳高横杆，完美落地。好身手！

荀绘

我在心里暗地叫好。随即，现场响起一
片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接下来上场的
是一位白衣男生，他似乎有了很大的压
力，两次助跑到横杆前，都突然停了下
来。只见他低垂着头，白皙的脸庞涨着
通红，羞涩地向大家致歉：“对……对
不 起 ！ 没 准 备 好 ！” 引 得 周 围 一 片 哄
笑。他的心里更慌乱了，想放弃比赛，
但都被大家劝住了。最后一次机会，他
慢慢退回到助跑起点，深深吸了一口
气，屈膝，猫腰，猛地向前跃起，如离
弦之箭，直冲横杆。起跳！一个鲤鱼跃
龙门，行云流水般越过横杆。成功了！
在场的同学们惊喜地欢呼起来，似乎比
自己获得了成功还兴奋。
跳高比赛结束后，紧接着是沙坑跳

远比赛。
这两项比赛的场地，
相隔不远。
大
家争先恐后地奔向新场地。女子组比赛
开始了。
一个女生在助跑，
可能是新手，
在
大庭广众之下，
怯怯懦懦。
她手臂松松的，
而非有力地曲起，缓缓地在两侧轻摆。两
腿也不是有力地弓步，也几乎是直直地
向前移动着碎步。她好像不是在比赛，而
是在“T”字舞台走秀。有调皮的男生在一
旁议论：
“呵呵！
一看就知道经过我们体育
老师训练了！哈哈哈……”踩上起跳板
了！
起跳！
但她没有像海豚那样跃起，
似乎
很像企鹅那样拖着重重的身体倒向了前
方。落地了！双脚刚刚过了两米线。不好！
腿脚不稳，
身体要仰倒了。
一瞬间，
她重重
地仰倒了。只见她臀部着地，双手撑在身
后。
“这怎么算成绩啊？
以脚为标准？
臀部，

还是双手？”裁判老师说，
“那就按双手与
起跳点的最近距离。”这名女运动员似乎
着急了，她非常懊悔地说：
“早知这样，我
还不如趴倒在前面了！”有同学开玩笑地
说：
“你不前趴，也没要后仰，臀部忍着点
痛，跌蹲在中间，成绩也比这好啊！”这句
话引得大家一片欢笑。
初中阶段的最后一个校运会结束
了，明年的中考恰似我们人生中的一场
运动会。我相信，不论成败，也一定会
像这次校运会一样，带给我快乐，成为
美好的回忆。
【教师点评】：本文中心明确，能紧
扣“快乐”选取素材。大量的动作描
写，细致描绘了运动员跳高、跳远的过
程，真切可感。
（郭子林）

一天早上，妈妈出去买早饭了。
我心想，这真是个好机会！我搬了一
个小椅子爬上去，一张一张地把黑色
的日历撕下，随手扔到地上，那一张
张日历就像一只只栖在地上休息的黑
蝴蝶。当黑蝴蝶停满客厅的时候，妈
妈回来了，我得意地指着日历说：“妈
妈，今天我不用上学啦。”妈妈看了看
地上，马上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笑

道：“哈哈，日历是随着时间变化的，
时间却不是随着日历而变化的。”
我哇的一声哭了……
现在想来我小时候是个小顽童啊。
【教师点评】：活泼、顽皮是孩子的
天性，文章以孩子的视角处理学习与休
息的问题，也就是日历的黑色与红色的
更替，生动有趣，让人发笑，又叫人心
疼不已。
（夏义阳）

成了高楼大厦。从前需要人们打理的桃
树，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点开打理功能，
机器人就可以自己打理，再也不需要我
们动手了。它们种出来的树木结出的果
实，
饱满多汁，
味道好极啦。
现在也不需要在路边等车了，只要
挥挥手就有汽车过来，告诉汽车你要去
哪里，
它下一秒就能把你送过去。
到了晚上，家乡才真正的热闹，所有
的店面灯光全亮五彩缤纷，各种各样的
杂技美轮美奂。到了晚上十二点，就会放

十二生肖烟花，有些人去各家要糖果，真
的比过年还热闹。
“叮铃铃……叮铃铃……”
闹钟响了，
原来这是一场梦。虽然只是做了个梦，但
是我相信这肯定就是我二十年后的家乡。
【教师点评】：本文是一篇想象习作。
小作者想象奇特丰富，以童真的语言深
深寄托了自己对未来家乡的美好期盼与
展望。
谁不想家乡好，
谁不想家乡美，
家乡
永远是值得去赞美、去讴歌、去畅想的地
方！
（韦玲）

里，但时常想吃藕，于是就让奶奶到菜
场去买点回来。奶奶将藕洗好，放入锅
中翻炒，出锅了我夹起一
块放入口中，虽然味道更
丰富了，但那份香却不在
了。后来的许多个假期因
为学业的繁忙没能脱身，
没能尝到姨奶奶的炒藕。
看着手中的熟藕，想
到我家庭院里的那两缸已
枯萎了的荷花，我知道藕
已长大，又该是荷藕上市
的季节了。明年暑假，我
一定要到那里去看一看，
看看那满池塘挨挨挤挤的
荷叶和出污泥而不染的荷
花。
【教师点评】：本文以
藕为线索，将曾经发生的
几个故事巧妙串联起来，
构成一篇文质兼美的记叙
文。文章笔墨不多，文笔
鸟
明朗清新、朴实自然。本

文如果能侧重叙述踩藕之难，劳动之艰
辛，其效果会更好。
（刘宇）

顽童初记
兴化市大邹中心小学

六（3）班

我相信每个人的童年应该都是充满
稚气的，因为，我童年时就是一个名副
其实的小顽童。
那时候，我很讨厌上幼儿园。因为
上幼儿园就要被老师管束，不如在家里
自在。在家里可以看电视、吃东西，在
学校还要坐得端端正正。
我们家墙壁上挂着一本日历，我发
现妈妈每天都会撕掉一张日历纸。一开

张煜鹂

始我还不明白，日历为什么要撕掉，这
不是非常浪费纸吗？妈妈拍拍我的脑袋
说：“一张纸代表一天，撕掉一张就代
表一天过去了，当日历是红色的时候，
你就不用上学啦！
”
如果全是红色的话，那不就天天不
用上学了吗！我动起了坏心思。于是，
我准备趁妈妈不在家，偷偷把黑色的日
历撕掉。

二十年后的家乡
兴化市永丰中心校

五（3）班

有一天，我在想我二十年后的家乡
是什么样子的，
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
在睡梦中，我看到棉花糖似的云朵，
躺在羽毛一般柔软的草地上。我慢慢地
爬了起来，肚子突然感觉饿了，看了看四
周有没有我的亲人或者朋友。但我看到
了我的好朋友坐在汽车里，汽车漂浮在
半空中。好朋友似乎也发现了我，说道：
“你怎么回家乡了？
”
我惊讶地问：
“这是我
们的家乡？
”
朋友笑嘻嘻地点了点头。
见我
肚子饿了，她就带我去了面包店，给我买

潘晓琴

了个香喷喷的牛角包。我吃完后朋友就
带我开始逛起眼前的家乡来。
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朋友见我
还不相信这是二十年后的家乡，
就指给我
看了看我们小时候玩耍的地方。
我跑过去
看到了清澈的河面，
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
照映在我眼前。
河里还有许多半开不开的
荷花，
挨挨挤挤的荷叶，
河里还有嬉戏玩耍
的小鱼。
想想以前河里有很多垃圾，
没有鱼
儿在河里玩耍，
顿时感觉很开心。
放眼望去，从前矮小的房屋，现在变

藕思绵绵
兴化市顾庄学校

八（2）班

本月初的星期天下午，我们几个同
学打完篮球走到车站前的马路旁，看见
一个大瓦炉里的柴火烧得正旺，大铁锅
上雾气腾腾，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糯米
香味。这浓烈的香味叫人不忍离去，我
立即掏出钱来买了两节香藕与同伴分
享。咬着香甜的糯米灌藕，看着手口牵
扯着的藕丝，很自然地想起有关莲藕的
往事。
三年前的暑假里，妈妈送我到离家
三十公里的大营乡联合村的姨奶奶家，
说是要让我体验体验农耕生活。
这是个十分幽静但交通比较通畅的
村子。这里没有机器的轰鸣声，也没有
街市的喧闹声，你能看到的是蓝天白云
和一碧千里的树木和农作物，以及路边
盛开的各种颜色的紫薇花。来到这里宛
如走进了桃花源。
那个暑假，姨奶奶常带着我去湖里
面采莲蓬，她将里面的莲子剥出来拿回
家给我做莲子银耳汤和莲子粥。莲子食
品煮熟时，整个厨房都充满了莲子的香
味。盛一碗莲子银耳汤或莲子粥，端到

翁瑞辰

庭院中边乘凉边吃，我仿佛又闻到了荷
花淡淡的清香，真是惬意！
我家也种了荷花。听爷爷说，荷花
的花期较长，约八周时间，开花的同时
地下的茎也渐渐长大，长大了便是藕。
所以，当姨奶奶第一次带我去采莲子
后，我就天天追着问，什么时候吃藕？
就像幼时问什么时候过年一样。问啊
问，终于到了吃藕的时候了。一天，姨
奶奶要去摸藕了，我也自告奋勇地要
去，姨奶奶本来不让但在我的软磨硬泡
下还是带我去了。她在水中用脚踩藕，
我在船上接，当采完最后一支时太阳快
要落山了。我的膀子虽晒红了，浑身都
是烂泥，还有点累，但我觉得采藕很有
趣，并且懂得了只要劳动就会有收获的
道理。
藕采完，姨奶奶将藕洗净，削皮，
切片然后倒油，下锅，翻炒，出锅，一
份炒藕就做好了。炒藕的味道虽然味道
单调，但贵在味香。那个夏季，藕香四
溢。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离开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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