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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开，，贯彻落实徐州市扫黄打非办贯彻落实徐州市扫黄打非办

《《关于开展关于开展““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护苗向护苗向
未来未来””系列活动的通知系列活动的通知》》文件精文件精
神神，，经研究决定经研究决定，，围绕围绕““绿书签行绿书签行
动动””主题主题，，开展开展““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童心童心
向未来向未来””儿童画创作比赛儿童画创作比赛，，以儿童以儿童
画创作形式倡导未成年人远离有画创作形式倡导未成年人远离有
害出版物和信息害出版物和信息，，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身心健康；；以以““护苗护苗、、育苗育苗””为目为目
标标，，让少年儿童受到优秀文化的让少年儿童受到优秀文化的
滋养滋养，，安全安全、、健康健康、、阳光阳光、、快乐成快乐成
长长。。具体方案如下具体方案如下：：

一一、、创作主题创作主题
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童心向未来童心向未来
二二、、主承办单位主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徐州市扫黄打非徐州市扫黄打非

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小组办公室、、睢宁县扫黄打睢宁县扫黄打
非领导小组办公室非领导小组办公室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睢宁县教育局睢宁县教育局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睢宁县融媒体中睢宁县融媒体中

心心
三三、、参赛对象参赛对象
全市初中全市初中、、小学小学、、幼儿园学生幼儿园学生

（（55——1212岁岁））均可报名参加均可报名参加。。
四四、、活动时间活动时间
征稿时间征稿时间：：20222022 年年 66 月月 2020 日日

————66月月3030日日
评选时间评选时间：：20222022 年年 77 月月 33 日日

————77月月77日日
五五、、参赛作品要求参赛作品要求：：
内容要求内容要求
作品紧扣作品紧扣““护苗护苗••绿书签绿书签””主主

题题，，体现体现““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绿色阅绿色阅
读读 文明上网文明上网”“”“打击侵权盗版打击侵权盗版 保保
护创新创造护创新创造”“”“抵制有害出版物和抵制有害出版物和
信息信息、、护助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护助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等等
思想理念思想理念，，内容充实内容充实，，主题鲜明主题鲜明，，
健康积极健康积极。。

其他要求其他要求
（（11））参赛作品的画纸规格为参赛作品的画纸规格为44

开开（（或不超过或不超过4444cm×cm×5959cmcm））为宜为宜，，
形式不限形式不限，，画种不限画种不限，，如中国画如中国画、、
水彩画水彩画、、水粉画水粉画、、丙烯画丙烯画、、蜡笔画蜡笔画、、
铅笔画铅笔画、、版画版画（（含纸版画含纸版画）、）、综合媒综合媒
材画等均可材画等均可。。

（（22））参赛作品仅限个人作品参赛作品仅限个人作品，，
即由作者本人独立完成即由作者本人独立完成；；参赛作参赛作
品必须为此前未公开发表过的独品必须为此前未公开发表过的独
立原创作品立原创作品，，如使用侵犯他人知如使用侵犯他人知
识产权的作品或已发表过的作品识产权的作品或已发表过的作品
参赛参赛，，一经发现一经发现，，将取消参赛者的将取消参赛者的
评奖资格评奖资格；；

（（33））电子稿要求电子稿要求：：①①保持画面保持画面
完整完整，，无倾斜无倾斜；；②②像素不低于像素不低于11MBMB
且不高于且不高于55MBMB；；③③照片不得带有时照片不得带有时
间或手机间或手机logologo水印水印；；④④完善照片信完善照片信
息息，，以以““作品名称作品名称++作者作者++性别性别++年年
龄龄++单位单位（（学校公章全称学校公章全称））””命名命名。。

（（44））作者同意活动组织者出作者同意活动组织者出
于公益目的复制于公益目的复制、、发行发行、、展览展览、、放放
映映、、广播广播、、改编改编、、汇编汇编、、通过信息网通过信息网
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

六六、、参赛方式参赛方式
11.. 请各学校组织学生积极参请各学校组织学生积极参

赛赛，，66月月3030日前将作品电子稿发送日前将作品电子稿发送

至睢宁县儿童画活动中心邮箱至睢宁县儿童画活动中心邮箱
10536985811053698581@qq.com@qq.com，，联系电话联系电话：：
1813635166918136351669。。

22.. 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参赛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参赛
作品信息统计表作品信息统计表，，于于 66 月月 3030 日前日前
提交提交。。

七七、、参赛作品评选与奖励参赛作品评选与奖励
投稿截止后投稿截止后，，将邀请评委对将邀请评委对

应征作品进行评选应征作品进行评选，，确定入围作确定入围作
品品，，并评出获奖作品并评出获奖作品。。本次比赛本次比赛
设立一设立一、、二二、、三等奖及优秀教师辅三等奖及优秀教师辅
导奖导奖，，颁发获奖证书及相应的物颁发获奖证书及相应的物
质奖励质奖励。。

评选时间评选时间
20222022年年77月月33日日--77月月77日日
评委评委
邀请资深儿童美术教育专家邀请资深儿童美术教育专家

担任担任。。
奖项设置奖项设置
一等奖一等奖55名名，，奖励奖励500500元元
二等奖二等奖1010名名，，奖励奖励300300元元
三等奖三等奖2020名名，，奖励奖励200200元元
优秀辅导老师优秀辅导老师1010名名，，奖励奖励500500

元元

““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童心向未来童心向未来””儿童画创作比赛正在征稿儿童画创作比赛正在征稿

“谢谢，谢谢各位党员志愿者帮
我抢收‘救心菜’！”6 月 21 日清晨，
在睢宁县李集镇郝庄村中草药种植
产业园内，种植户谢友林不停地向
帮助抢收的党员志愿者道谢。

“救心菜”学名费菜，又名土三
七、四季还阳、金不换等，是常见中
草药之一，具有降血压、防中风、防
心脏病的功效，同时含有人体所必
需的多种营养成分，是很好的食疗
物品。村民谢友林从中看到了商
机。去年 10 月，他从中国农科院
引进了优质费菜品种，试种了 130
亩。

费菜种了下去，如何管养却让
谢友林犯了难。原来，谢友林一家
一直在镇区经商，农业种植对他们
来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技术
不足，肥水也跟不上，看着田里发育
不良的菜苗，谢友林愁上心头。得
知该情况后，郝庄村党总支主动上
前，联系农技人员到地头为谢友林
手把手提供指导，又帮忙找了技术
能人看管。

这两天，谢友林试种的费菜终
于迎来丰收。但由于“三夏”大忙，
收购厂家对费菜新鲜度的要求又
高，谢友林迟迟没有找到充足人
手收割。村里得知后，当即决定组
织党员志愿者帮助谢友林抢收。6
月 21 日早上 4 点，党员志愿者们就
来到产业园下田抢收、装车。

“这次多亏了志愿者的帮忙和

村里的全程指导。”看着正在装车的
费菜，谢友林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照目前的进度看，一周内可以抢收
结束。”

“平均亩产1500公斤，按照合同
约定的最低价来算，每亩费菜可以
卖6000多元。”收获结束，谢友林算
了一笔账。

“现在的效益其实还远远没有
达到我们的预期。”收购方技术人员
周步福边在田里指导作业边说，“费
菜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采收后
根部可以继续发芽生长，只要技术
和肥水跟得上，每年可以采收三到
四季，每茬产量可达到2000公斤以

上。”
费菜作为一种食药兼用的植物

原料，目前已开发出药品、饮品、药
膳等10多类衍生产品，市场前景广
阔。当前市场根据品相不同，收购
价格在每公斤 2 元至 6 元之间浮
动。“按照最低收购价格算，去掉人
工、肥料等成本，每亩纯收入在5000
元以上。”周步福介绍。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谢友林想
把费菜推广出去，和村民一起致富
奔小康，这和村里的想法不谋而
合。“‘救心菜’种植为我们村乡村
振兴蹚出了一条新路子，我们将以
此为契机，尽快走上规模化、高效
化种植之路，早日实现集体增收、
百姓致富。”郝庄村党总支书记赵
雨说。

“救心菜”开出“致富花”
□□ 记者记者 张昕张昕 通讯员通讯员 赵鹏赵鹏 洪星洪星

全程农技指导全程农技指导
““救心菜救心菜””喜获丰收喜获丰收

亩纯收入高亩纯收入高
““致富花致富花””前景好前景好

本报讯 （记者 孙雅存 通
讯员 张建成）6月17日上午，在沙
集镇商湖村种植大户孙德柱的田地
里，伴随着播种机的轰鸣声，一颗颗
种子被均匀点播到土地上，这是在
进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据了解，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技术具有调整结构、轮作倒茬、
提质增效等诸多优势，可以实现一
田双收、一技多用、粮豆轮作、用养
结合。“玉米和大豆间种，能在玉米
不减产的状态下增收一部分大
豆 。 豆 子 一 亩 地 能 增 产 200 来
斤。”沙集镇农技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夏种期间，农技中心通
过进村动员、开展技术培训等方式
积极推广这种技术，全镇计划种植
400 亩。我们成立技术指导小组，
深入种植现场指导，现场测量大豆
玉米行株距、计算亩株数，围绕种
植模式推荐、农机农艺配套等方面
开展相关技术服务。”

玉米“套”黄豆
一 地 双 丰 收

夏种时节不等人。这几天，当
徐州佳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缺少机
手插秧的时候，公司女职工宋梅荣
主动请缨，一星期学习上手，如今已
经驾驶着插秧机在地里“欢歌”。

“多亏了宋梅荣挺身而出，插秧
机手总算补齐了。”站在位于睢河街
道的江苏（睢宁）现代农业（稻麦）科
技示范基地内，徐州佳禾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武脸上露出了久
违的笑容。李武告诉记者，今年该
基地需要种植水稻 400 多亩，但由
于基地内只有一个插秧机手，无法
在短时间内完成插秧任务。眼看着
插秧期就要到来，万一错过，基地种
植的水稻产量会受影响，这一度让
他心急如焚。

“我来吧，我之前一直跟在师傅
后面续秧，插秧机的各种操作我见
过很多次了。”面对这种情况，31岁
的宋梅荣主动请缨。她告诉记者，
她从小就喜欢各种机械，不仅早早
学会了开车，还曾学过开家里的挖
掘机。请缨后，宋梅荣就找到师傅
学习开插秧机。没想到，看起来简
单的插秧机，学起来并不那么容
易。“插秧机只有两个档位，但前进
后退的速度、转弯半径都需要控制
好，加上地里凹凸不平，开起来并不
稳当。我第一天下地时特别紧张，
前天晚上做梦都是在插秧。”刚开始
上手时，宋梅荣驾驶插秧机不太敢
拐弯，担心翻车。在师傅的指导和
一次次尝试下，现在她一天能插秧
四五十亩。

连日来，睢宁持续炎热和烈日，
最高气温达 40℃。而在这种高温
下，从早上8点到晚上7点，除去午
休时间，宋梅荣在地里一待就至少
8 个小时。干了几天，烈日把她炙
烤得黑了许多。和所有爱美的女子
一样，宋梅荣对于自己被晒黑的皮
肤还是有些介意，不过她未想过放
弃，反而为了赶进度有时还要给自
己“加餐”。“和老师傅相比，我的速
度还是慢了些，想从熟手成长为能
手还需积累。”

稻田里来了个
女插秧机手
□□ 记者记者 任梦婷任梦婷 通讯员通讯员 苗瑞丰苗瑞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