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6 日，市供电公
司共产党员服务队来到
许河镇，为东进村东翼禽
苗有限公司检查电气化
智能炕孵供电线路和控
制设备，保障电孵禽苗安
全可靠用电。

记者 杨阳
通讯员 孙永兴

周海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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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进
涛 通讯员 吴绘 梅锁兰
陈秀红 文/摄）“当前西瓜
苗移栽后要注意哪些方
面？”“怎样防止定植后西
瓜苗烂根、僵苗？”2 月 2
日 ，三 仓 镇“ 甜 蜜 课
堂”——大棚西瓜绿色生
产技术培训班上，针对瓜
农提出的问题，农民实践
专家丁桂桃一一解答。

三仓是全国闻名的西
瓜之乡，当前正值全镇 8
万多亩早春西瓜苗移栽管
理关键时期。因前期低
温，不利于瓜苗生长，该
镇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
间棚头，了解瓜农在西
瓜苗移栽管理方面的技
术需求，形成技术培训
需求“菜单”。在此基础
上，邀请具有丰富西瓜
种植经验的农民实践讲
师、镇桂桃西瓜育苗中心
负责人丁桂桃，在“甜蜜
课堂”为 100 多名西瓜大
户作题为《西瓜病害综合
防治及栽培管理》的讲
座。

培训班上，丁桂桃结
合自身几十年的理论研究

和实践经验，详细讲解西
瓜选种育苗，移栽前后温
湿度、施肥、防病，以及西
瓜伸蔓前管理等各项技术
关键，并与瓜农互动交
流，答疑解惑。

据了解，为破解西瓜
生产技术难题，提高种植
水平，三仓镇建立吴明珠
院士工作站，成立西甜瓜
产业研究院，与大院大所
合作项目 10 个以上，年
引 进 推 广“ 三 新 ”技 术
100个以上。为将这些先
进技术转化为生产实践，
去年以来，该镇和市农干
校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开办“甜蜜课堂”，针对
西瓜生长各个时期的技
术难点，分阶段邀请有西
瓜生产专长的农民实践
讲师，为瓜农开展西瓜种
子处理、育苗期管理、定
植前准备、伸蔓前管理、
授粉期管理、膨大期管
理、变瓤期管理技术及病
害综合防治讲座。先后
共举办 30 多期，培训超
3000 人次，为全镇西瓜
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三仓镇“甜蜜课堂”
助力西瓜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朱祥
明 通讯员 郜微微 何小
军 张程）2 月 4日迎来立
春节气。立春意味着气
温、水温逐步回升，但天
气变化频繁，昼夜温差
大。市农业部门提醒农户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
种植养殖业管理。

种植业方面要清沟理
墒，防止春后连阴雨导致
渍害。对生长过快或群体
较大的旺长苗实行化控，
防止后期倒伏。对发生冻
害严重甚至死苗的田块每
亩施用 10-15 斤尿素促
进恢复生长。

水产养殖应加强溶
氧、氨氮等理化指标的监

测，适时进行水质调控。
放养鱼种前要做好池塘的
清整消毒及水质培肥，发
现青苔应及时处理。高密
度养殖池塘要适时、少量
投喂高质量配合饲料。加
强巡塘，冻伤、冻死鱼应
及时处理。

畜禽养殖注意做好幼
畜禽保温工作，防止畜禽
胃肠道疾病与呼吸道疾
病发生。家畜饮水严禁
喝冰冻水或凉水。做好
外来疫源预防工作，特
别要关注流通领域疫情
动态，同时，做好养殖场
生物安全和畜禽防疫补
免。

农业部门对立春后
农事作提醒

本报讯（记者 周宴 通讯员
周传胜 谢怀友 文/摄）春耕备耕，
农资先行。连日来，市供销合作
社抢抓农时，不负春光，充分发挥
供销社农资供应主渠道作用，全
面展开春耕备耕农资保障服务工
作，着力提升农业生产服务水平，
助力全市春耕生产实现良好开
局。

“为不耽误农时，春节期间都
在加紧农资的储运调配和销售。”

市农资公司农药部经理张伟如是
说。自去年10月起，市供销总社
超前谋划，开展市场调研，指导支
持市农资公司发挥“淡储旺供”功
能，加强与上游生产企业对接，切
实组织适销货源的调运、储备。
市农资公司全力保障农资供应，
深入实施绿色农资升级行动，加
大有机肥、水溶肥、低毒低残留农
药和生物农药等绿色高效环保优
质农资采购。目前，已累计储备

春季小麦防治农药 180吨、尿素
6000吨、复合肥4000吨，确保春
耕生产和农户用上放心肥药。

总社下属各基层社抓紧做好
农资调运和供应工作。三仓社围
绕瓜果蔬菜等特经作物的特殊需
求，加强备货针对性，从正月初八
就开始组织农资调运，已累计储
备各种化肥 500 多吨、农药 40
吨。新街社、许河社及时与所在
镇农投公司签订农资供应服务协

议，积极做好辖区内流转土地的
农资供应。广山、富东、富安等基
层社积极做好零差率农药扩面工
作，配合市农资公司做好20亩至
100亩规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农药配供服务，充分发挥基层
社一线网点服务功能，通过电话
预定、送货上门等方式切实解决
农民朋友生产需求，全力保障春
耕农资供应，不让供货环节出现
梗阻。

市供销合作社抢抓农时做好春耕备耕

方桂生 苏阿珍 朱霆

日前，梁垛镇张倪和殷乐两
村被省生态环境厅表彰命名为第
五批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村”。

近年来，梁垛镇始终坚持生
态文明建设，注重坚守底线，强化
生态立镇，深入推进农村垃圾、污
水、厕所“三大革命”，着力开展

“清水、控污、治理”三项行动，争

当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者和引领
者。

注重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重视培植一批生态示范村，全
面推进“河长制”“林长制”向“河
长治”“林长治”转变，扎实开展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整镇推进
全域小流域治理，奋力打造“绿色
转型和生态融合示范镇”“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张倪和殷乐两村
坚持不懈抓实人居环境整治与高

标准推进省特色田园乡村创建工
作，不断提升丰富内涵品位，村庄
环境保持“干净、整洁、清新、优
美”的姿态，再现“水韵风光”。

突出镇村联动，创新创特、奋
力攻坚，镇村环境焕然一新，美丽
颜值凸显。以 204 国道、610 省
道、352 省道等国省干道和旅游
三号线为依托，打造出美丽乡村
示范带、X305环线农旅花带，在
集镇建成集“花海风光、湿地森

林”为一体的湿地景观鲤鱼岛公
园，实现盐城市生态村全覆盖。
临塔、鹤土仑、张倪、殷乐、梁南、安
洋等6个村获评盐城市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村。临塔村荣获中国美
丽乡村、全国环境整治示范村、中
国生态文化村和首届江苏最美乡
村。临塔、张倪、殷乐等村建成省

“水美乡村”，临塔、安洋等村建成
省森林村庄。梁垛镇荣获江苏省
生态镇和国家生态镇。

梁垛镇生态文明建设成绩斐然

记者 刘进涛 通讯员 武桂成

水稻应用机械侧深施肥＋无
人机追肥“一基两追”技术模式入
选农业农村部种植司和全国农业
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2022 年化肥
减量增效工作总结及“三新”技术
模式典型案例；金秋家庭农场获
评盐城市示范家庭农场；建成省
级全程机械化和综合农事服务中
心，为农户提供农技、农资、粮食
烘干等服务……提起去年的成绩
单，东台市劳模、时堰镇金秋家庭
农场负责人凌晨耀兴奋不已。

今年 33 岁的凌晨耀毕业于
东北农业大学农学专业。2016
年，立志当一名新时代新型农民
的他在父亲的帮助下来到时堰
镇，通过几年的滚动发展，流转时
堰镇红庄、茂富、嵇东等６个村的
土地1680亩，兴办了时堰镇金秋

家庭农场，专业从事粮食生产，成
为全镇首屈一指的种田大户。时
堰镇农业农村局负责同志介绍，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得益于金秋
家庭农场实行全程机械化，进行
科学种植。

“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离不
开机械化的普及和应用。”凌晨耀
说，农场投入 200多万元添置农
业机械，实现了从耕耘、播种、病
虫草防控、施肥、收割、粮食烘干
的全程机械化。全场 1680 亩土
地，农忙时只需农民工 30人，农
闲时只有几个人在管理，极大地
释放了农业生产力，提高了生产
效率。去年，又追加投入 120多
万元添置两台大型拖拉机、一台
收割机、一台套粮食加工机械，补
齐了农场全程机械化的短板。

作为新农人，凌晨耀不仅具
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更注重刻苦

钻研新型农业机械操作技术，现
在农场里的所有机械他都能熟练
操作。他学习和研究粮食生产的
关键技术措施，掌握生育周期和
苗情长势确定施肥量，看病治虫，
全年亩均防病治虫和施肥的费用
比其他大户节省20%以上。选用
品质好、抗病力强、抗倒伏、市场
认可的水稻南粳 9108 和小麦镇
麦12作为当家品种。所种植的小
麦，实行全程优质培育，经精选后
被种子公司收购，每吨增加收益
80元。生产的“金秋精制米”获得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的绿
色食品Ａ级产品证书。综合农事

服务中心为周边种植大户提供值
保技术指导和农药、化肥代购服
务，提供机插秧、耕种、烘干服务
2000亩次，烘干粮食2800吨。

展望新的一年，凌晨耀信心
满满，将更加重视粮食生产，在品
种选择、良种繁育上下功夫；在技
术革新上求实效，新增机械智能
化导航装置，提高工作效率；在粮
食加工上做文章，拉长产业链条，
力争使优质精制大米进市场、入
超市，全年销售100吨以上；在服
务种植户上有新举措，提供优质
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助力乡
村振兴落地见效。

青年劳模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张晨）2
月 2日，市老龄委与市助
老爱老协会的志愿者一行
来到新街镇新街村，为百
岁老人丁秀云祝寿。丁老
太在子女的簇拥下坐在堂
屋内，满面笑容。

据悉，丁老太育有六

名子女，丈夫早逝。平日
里，由住在同村的四个子
女轮流照顾其生活起居。
丁老太耳聪目明，口齿清
晰 ，每 天 吃 得 好 、睡 得
香。她喜欢打开电视看新
闻，常常跟子女们说，要
知党恩、跟党走。

百岁老人喜庆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