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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稻”播新绿
盐碱地上建起丰产粮

□ 徐书影 朱海城

春争日，夏争时，水稻移栽正
当时。6 月 8 日，栟茶方凌垦区耐
盐水稻示范种植基地内，一辆簇
新的插秧机来回穿梭于刚刚翻耕
过的水田间，伴伴随着“隆隆”的

马达声，袁隆平“海水稻”团队委
托试种的第 8 种耐盐水稻“袁米 4
号”再次扎根如东。空荡荡的盐
碱地再次披上绿装，一派生机勃
勃的景象。

初夏时节，水稻育秧、移栽等
夏种、夏管工作正火热进行。在
如东希望农地股份合作社的水稻
育秧基地内一片忙碌，合作社成
员正抢抓农时，对水稻秧苗进行

揭膜、施肥、浇水等管护工作，为
适时插秧和水稻丰产丰收打下基
础。该合作社今年水稻育秧面积
达 67 亩，可满足 6000 多亩水稻移
栽。

—— 2022年6月10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育秧苗 绘新绿
□ 陆和煦 张仁斌 姜红 孙斌

“芒种芒种，连收带种。”6月 6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这是一
年中农事最繁忙的季节。在长沙镇
四桥村永胜家庭农场的育秧田里，
农场主曹雪军正同几名工人一齐忙

着育秧。流水线育秧机旁，大家相
互配合，放置秧盘、填补营养土、撒
水稻种子、覆土……一个个播种均
匀的育秧盘从“流水线”上被传送出
来，整齐放置到地里，省时又省力。

—— 2022年6月8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农业机械化
让种田变成一种乐趣

□ 徐书影 朱海城 冯益军

□ 陆昊 肖蒙蒙

袁庄镇孙庄村27组村民徐少群致
富不走寻常路，他种的菜都是用来喂

“牛”，他养的“牛”是白玉蜗牛，终日待
在昏暗的温室大棚里。养殖小蜗牛短
短两年，徐少群实现纯收益 100余万
元。近日，记者来到孙庄村，见识这些
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白玉”。

走进温室大棚，掀开门帘一角的
一瞬间，一股温湿的气流扑面而来。
借着昏暗的照明灯可以看到，一排排
一层层用红砖砌成的隔断里，密密麻
麻爬满了蜗牛。徐少群戴着头灯，轻
步走在狭窄的通道里，依次往每个小
隔断里放进五六片苦麦菜叶。“一般四
天喂一次，既能保证蜗牛吃饱，又不会

产生过多残余腐败，保持了环境的卫
生。”徐少群告诉记者，这些蜗牛不仅
名字叫“白玉”，本身也是块玉，它们是
餐桌上的新宠。一只达到30克的蜗牛
就可以投向市场了，养殖场每两到三
个月出售一批，每批2500公斤左右，收
益在5万元左右。

近年来，从“舌尖上的美味”到
“脸蛋上的胶原蛋白”，国内国外的庞
大市场让徐少群看到了隐藏在蜗牛
产业背后的巨大商机。他和妻子走
遍大江南北四处考察，最终在浙江嘉
兴南湖区的一家白玉蜗牛养殖场取
得“真经”。白玉蜗牛因其头、腹、足
洁白如玉而得名，肉质肥嫩，营养丰

富，成熟期短，繁殖快，种牛一年最多
产卵 6次，孵化出的小蜗牛饲养 4个
月左右性成熟又可产卵，子子孙孙无
穷尽，养殖前景非常理想。回来以
后，徐少群将自己的想法和村支部书
记沟通后，得到村里的大力支持，流
转 10亩土地给徐少群养殖蜗牛。徐
少群采取“室内养殖＋室外养殖”两
种方式，5 张棚中 2 张过冬，3 张度
夏。过冬的大棚全封闭结构，地面铺
设地暖，安装锅炉，常年保持恒温 24
度。度夏的大棚露天设计，安装倒L
型的围网，当蜗牛爬到围网边缘便会
掉下，不会爬出网外。

2020年5月，第一批2000只白玉

蜗牛种苗搬进徐少群为他们布置的
“新家”。蜗牛对温度和湿度要求很
高，在徐少群的精心饲养下，“种牛”产
的小蜗牛个头越来越大。9月底，首批
1500公斤蜗牛出售，便实现3万元的收
益。两年来，2000只白玉蜗牛不断繁
殖，累计已达20万只。

随着夏天的到来，徐少群今年将
尝试新的户外养殖技术，改过去稻草
遮阳的方法为种植植物，他在3张露天
大棚里种上了空心菜。“白玉蜗牛喜欢
阴凉，空心菜叶为蜗牛遮阳挡雨，而蜗
牛的排泄物为空心菜提供养料，一举
两得。同时也解放了更多劳动力，降
低了养殖成本。”徐少群说。

□ 缪姗姗 张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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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楷模的一天

青年干部成长营
培养基层工作“多面手”

□ 骆英英 吴琼 包智敏 金玉娇

近日，在青年干部成长营开营
典礼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掘港
街道（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赵尊兵给
机关青年干部做开营动员。我县掘
港街道党工委高度重视对青年干部

的培养，成立青年干部成长营，把年
轻干部培养成为基层工作的“多面
手”，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作风优良、
业务专精、能担重任的基层年轻干
部队伍。

—— 2022年6月6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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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民计划”释放乡村振兴新动力

□ 张予钦 朱宇晔 沈玉玲

孙庄村：“白玉”养深闺，小蜗牛托起致富梦

振 兴 路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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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叫郁梓萌，今年 6岁
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童话故
事。”儿童节到来之际，长沙镇滨海村
村民活动中心内童声盈盈，笑语阵
阵。“新村民在滨海”庆六一活动正在
这里举行。应邀参与活动的都是村
里的“新村民”。

滨海村村如其名，是黄海之滨的
渔业村，毗邻如东洋口港。近年来，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深入实施，
洋口港开发建设迈入快车道，重点企
业、重大项目纷纷落户，外来建设、务
工人员也随之增多，其中 800多人住

进了滨海村。“我们户籍意义上的常
住人口才 1248人，‘新村民’数量越
来越多，如何做好管理和服务，是摆
在我们面前的大课题。”滨海村党总
支书记马步松说，村里结合发展实
际，启动“新村民计划”，多措并举做
好他们的“娘家人”。

让“新村民”工作更舒心。舒刚
群老家在湖南，随丈夫来到如东后全
职负责照顾孩子。随着孩子长大，多
出空余时间的她很想自己找份工作，
村里得知情况后积极牵线搭桥。巧
的是，附近一家新建的加油站正在招

工，村里推荐她成了首批员工。“我现
在就等着加油站开业。既找到了满
意的工作，又能兼顾接送孩子，心里
真是万分感激。”舒刚群高兴地说。
事实上，村里外来人员中像舒刚群家
庭的情况，还有不少。”马步松介绍，
有的是丈夫上班，妻子在家带孩子，
等孩子长大，妻子也想找份工作。有
的是一人就业后，老家兄弟姊妹也跟
着过来。对此，村里积极对接长沙镇
和洋口港经济开发区，想方设法落实
就业。

让“新村民”生活更暖心。既到

村里住，就是村里人。除了就业，子
女入学也是“新村民”最常遇到的问
题。来自湖北的任海丽女儿今年 3
岁，最近她正为女儿下半年入园的事
情发愁，村里工作人员的一席话让她
吃了定心丸。“按手续可以把孩子推
荐到港城幼儿园，那里设施新、条件
好，村里对我们的关心真的很周
到。”此外，村里各类集体行动，都少
不了“新村民”的身影。每逢春节、
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村里以家庭
为单位，为他们送去慰问品。举办
新时代文明实践、阅读推广等活动，
总要把“新村民”纳入其中，让他们
更好地融入村集体生活。不少“新
村民”还积极加入志愿服务、农村环
境管护队伍，成为助推村级经济社
会发展的有生力量。滨海村拥有滩
涂 14多万亩，村集体成立滩涂养殖
公司，常住村民享受分红和由村集
体承担农村合作医疗、有线电视费等
待遇。村里也正积极谋划，尽可能让
符合条件的“新村民”享受到部分福
利。

经济发展离不开人，贴心服务释
放出港口开发“员”动力。近年来，如
东洋口港立足区位资源优势，大力推
进港口开发和能源岛建设，中石油
LNG、金光、桐昆等一批百亿级项目
相继落户，吸引全国各地数千产业工
人来如东就业。马步松说：“稳住就
业，就稳住了发展，把‘保姆’当好，让
更多外来建设者融入当地，融入如
东，是我们应有的胸怀和担当。”

志 愿 服 务

“快看，它转得真快呀，太神奇
啦！”如东县逸夫特殊教育学校的孩
子们看着阳光下的风车欢呼雀跃。6
月 18日上午江苏电力如东共产党员
服务队队长郭鹏带领队员们走进校
园，和孩子们一起组装太阳能风车、
风能灯模型组件，普及绿色能源知
识。

这是如东供电公司举行“旗帜
领航架心桥，强国复兴做先锋”共产
党员服务队“6.18”统一活动日的活
动之一。当天，该公司共产党员服
务队 17 支队伍和 14 支供电所分队
兵分多路走进农村、企业、学校、工
地，围绕“保障重点工程”“助企纾
困”“推动乡村振兴”“绿色能源推
广”等热点主题，分头开展一系列志
愿服务活动，持续放大“时代楷模”
的榜样效应。

去年6月18日，江苏电力如东共
产党员服务队荣获江苏“时代楷模”
称号，一年来，在电力保供前沿、疫情
阻击一线、绿电发展的海边、电网建
设的骄阳下……扶海大地处处都能
看到党员服务队勇担重任的身影，他
们成为党群之间的“联心桥”，支撑保
障经济社会发展的电力“先行官”。
国网江苏电力开展此次共产党员服

务队统一活动日活动，旨在持续发挥
共产党员服务队在服务乡村振兴、优
化电力营商环境、保障能源供应、提
升社会综合能效中的作用。

在赵云家庭农场新建的潮粮钢
板仓中，如东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
队队员们正在检修线路。“今天我们
主要工作是帮助农场检查维护电烘
干设备，助力小麦丰收。”岔河供电所
分队队员陈红卫说。赵云家庭农场
是省、市、县示范家庭农场，农场创办
初期，共产党员服务队便主动上门，

了解用电需求，为其量身定制供电服
务方案。在江苏宇迪光学股份有限
公司储能项目现场，服务队队员们正
在对储能设备进行检查。“在 2020年
初，供电公司就为我们量身定制了电
力服务方案，投资的储能项目装机容
量是 690千伏安，可以利用电价更便
宜的谷电进行充电，在高峰用电时段
放电，预计每年可以节省电费 25万
元。供电公司还推荐我们使用全电
食堂，这样既安全环保，每年还能再
节约 10万元左右。宇迪公司设备科

科长刘国建告诉记者。
在逸夫特殊教育学校，队员们给

孩子送上 5000元的爱心助学捐款。
这几年，服务队不仅仅关注身边的孩
子，远在 4000公里之外的西藏拉萨，
有一群孩子也一直是服务队的牵
挂。那是队长郭鹏在援藏时，结识的
拉萨福利院的孩子们。得知服务队
618党员统一活动日活动，远在西藏
SOS儿童村的工作人员德央通过直
播感谢郭鹏：“前几天刚刚收到你给
孩子们寄来的礼物，你看，现在他们
手上拿着呢，太感谢你们了，扎西德
勒！”

当天，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们
还分别来到如东天楹 100兆瓦时重
力储能项目、三河六岸工程迁线项
目等工地，现场提供电力服务。一
天的志愿服务活动，高度浓缩了如
东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二十载
的奉献。如东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县文明办主任陈建宗表示，如东将
持续开展好向“时代楷模”学习活
动，弘扬“最美”现象，让每个人都

“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营造全
社会敬业奉献、传递爱心的浓厚氛
围，持续擦亮如东“好人之城、道德
高地”的品牌。

沃 野 风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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