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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特庸镇加大旅游产业发展袁以打造精品旅游景
区为基础袁 整合景区内外资源袁 科学布局桑乐田园旅游业
态袁把盆景变风景袁让桑乐田园成为野游客来了不想走袁走了
还想来的冶的文旅打卡地遥

图①为蚕桑文化园曰
图②为茧爱民宿曰
图③为万亩桑园遥

张伟 殷楠 摄大美中国窑射阳篇

淤 于

盂

本报讯渊通讯员 吉宗艳 宗恒 记者 周蓉蓉冤
近日，第十二届 IGPE 中国国际粮油饲料精品、粮油饲
料加工及储藏物流技术博览会在南京举办。经中国粮
油协会专家组评审，“射阳大米”荣获金奖。

“射阳大米”是农业农村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
标志登记和保护产品，是中国农产品百强区域公用品
牌，江苏省农产品十大区域公用品牌，中国大米十大区
域公用品牌，多次获得中国国际农交会、粮交会金奖，
品牌价值 245.32 亿元。目前，我县可以年产销射阳大
米超百万吨，年产值超百亿，带动农民增收 3 亿多元。

近年来，我县以国家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为契
机，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以标准提
升品质、以品质擦亮品牌、以品牌助力产业升级，强化
高位推进，全面提升“射阳大米”品牌引领力。组建服
务专班，构建产业链条。县委、县政府将粮油果蔬加工
产业链作为全县 7 条产业链之一加以培育，将大米产
业作为产业链的首要环节，先后制定出台《射阳大米
产业健康发展实施意见》《射阳大米产业绿色高质高
效行动的实施方案》等指导性文件，专门成立“射阳大
米”产业发展服务专班，统筹负责良种培育、产业发
展、品牌建设等工作，引领“射阳大米”品牌向更高层
次发展。加大政策激励，推动产业发展。县级设立财政
专项奖补资金，每年安排近千万元聚焦基地建设、良
种推广、质量溯源、品牌创建、加工技改等关键环节，
推动稻米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产粮大县奖补资金全
部用于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粮食产业宣传推介
和品牌建设等活动。实行标准化管理，强化产业协同。
制定“射阳大米”行业标准，健全“射阳大米”质量追溯
机制，实施统一管理，推动“射阳大米”标准化、规范化
发展。组建射阳大米集团，实现对企业品牌、产品品
牌、大米资源有效整合，推动育种、种植、加工、销售各
环节转型升级，提升稻米全产业链效益，不断提高“射
阳大米”市场竞争力。

下一步，我县将以更大力度组织推进，充分发挥大
米产业发展服务专班作用，积极调动县直部门、行业协
会、龙头企业等各方力量，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发展规
划，协同推动“射阳大米”品牌建设。

“射阳大米”荣获第十二届
IGPE国际粮油饲料展金奖

撞进清凉海风、追梦日月星辰、涤荡童真童趣、寻味人间
烟火，在射阳，每个夏夜都是一道不同的风景。

围绕“夜购”“夜食”“夜娱”“夜游”等生活业态，我县着力培
育夜间消费品牌，在吃住行游购娱领域形成联动，推出“海味
射阳不夜港”渔档长街海鲜大排档，举办日月岛露营节、渔港
啤酒音乐节等大型品牌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美食娱乐和文
化休闲活动，让射阳的夜晚亮起来、商圈的人气聚起来、景区
的美景活起来、百姓的生活乐起来。

供给与扩需发力上演消费野黄金档冶
夜幕下，路边摊位、商铺面里的点点微光，既是一家老小

的生计，也象征着城市活力的回归。
走进朝阳特色街区，创意鲜花、饰品、小玩具、小宠物、手

机贴膜……各种小摊位铺满街区点位；狼牙土豆、手工冰粉、
特色铁板烧……美食摊位前，摩肩接踵，直到凌晨依然可见前
来消费的市民。

“入夏以来，前来纳凉的人多了，我的生意也更好做了，10
元 3 串的烤肠、肉串，一晚上能卖好几百串呢。”正在忙碌的烧
烤店店主陆振风开心地说。

“因为疫情，原本在上海打工的我回家了。调研之后，我发
现了夜市里的商机，就来这儿摆摊了。现在卖卖小饰品，一晚上
也能挣两三百元呢！”穿着时尚的李小露告诉记者，夜市里还有
不少和她年岁相仿的年轻人，“夜经济”让这些“90 后”“00 后”
不仅增加了收入，更获得了一种认识朋友、拓展人脉的机会。

“吾悦广场，约起来！”7 月 23 日晚，市民程凯约着朋友前
往吾悦广场，“微醺音乐会”“冰淇淋 DIY 大赛”“动力夜市”等
多彩活动，为他们带来了更多“夜购”新选择。“有了这些活动

吸引人气，我们晚上的营业额增加了不少!”吾悦广场女装专柜
的销售人员王铭说。

为刺激夜间消费，激发市场活力，我县出台了《“嗨购射
阳·乐享生活”消费券实施方案》，分 6 期投放总金额 1000 万
元的消费券，包括住餐消费券 500 万元、购物消费券 200 万
元、文旅消费券 100 万元等，实现“吃住行、游购娱”全域消费
链与商业集群全覆盖。“我在 APP 上抢了好几张消费券，既方
便又划算，今天又带着家人来消费了。”来吾悦广场看电影的
蒋若维提起消费券满是笑容。

文化与旅游融合满城特色野夜未央冶
市井巷陌，聚拢来是烟火，摊开来是人间。穿行于射阳的

漫步萤火之森，遇见一场童话之旅。7 月 22 日晚，安徒生童话
乐园“仲夏萤火之夜”活动开启。“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真的萤火
虫，真是太美了！”“还是好多年前看过萤火虫的，这夏日精灵勾
起了我们对美好童年的回忆！”随着上万只萤火虫的放飞，大
家开心地欢呼着，小朋友们拿着透明的小瓶细心地寻找着、捕
捉着散落在每个角落里的萤火虫。

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消费空间成为市民夜间打卡玩乐
的热门选择。

“夜幕降临，和朋友一起到黄沙港海鲜大排档坐一坐，吹
吹海风、听听音乐，卸下一天的疲惫，是一个很有新意的行
程。”大学生徐娴一边品尝着美味海鲜，一边高兴地说。射阳首
届渔港啤酒音乐节开幕以来，喝清凉啤酒、吃地道海鲜、赏精
彩节目，黄沙港“全民龙虾宴”“啤酒竞技”等多彩活动让市民们
享受到了“食全酒美”的海边夜生活。

夜生活不仅是年轻人的主场，在海右戏苑，新时代文明实
践文化惠民系列活动“周末戏相逢”淮剧表演成为众多中老年
朋友的最爱。“只要有淮剧演出，我每回都来看。布景、剧情都
非常吸引人，能免费看到这么精彩的演出，实在是太过瘾了！”
92 岁的市民朱稻黄不到 6 点就来到这里挑选好了位置。

一片草地、一穹星空、一顶帐篷、一桌精致的美食，在日
月岛露营节上，游客们在篝火边把酒言欢，在星空穹顶下沉
醉于如诗美景；精致糖人、夜光电玩、跑跑卡丁车……20 多

项可吃可玩的夜间潮玩项目，在千鹤湖公园“逛吃”的人群
一拨接着一拨……

“全域旅游在射阳，风光射阳是你的目光所向，海味射阳
是你的诗和远方，有爱射阳是你的星辰大海。我们将继续打造
一批‘好去处’，推出一系列‘新玩法’，围绕‘新夜态’布局新业
态，为市民夜间休闲消费提供更多选择，也为激发文化和旅游
消费潜力注入更多动力，让网红打卡点、打卡地变成网红刷卡
点、刷卡地。”县文广旅局党委书记陈德艳充满激情地说。

繁荣与市容兼顾文明护航野不打烊冶
如何推动文明创建和城市夜经济融合共赢发展？我县严

格落实常态化管理、着力实施精细化管理、重点加强网格化管
理，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实际成效为“夜经济”发展提供有力
有利的良好环境。

走进沿河路，交警正在路口指挥交通、分流人群；来到太
阳城，城管人员正在巡逻，对于不在规定区域内摆摊、乱扔垃
圾、沿街叫卖等现象及时督查，耐心引导商家合法、规范、有序
经营……

我县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基础上，统筹城管、公安、
消防等部门，对夜市持续开展规范经营、文明经营督导，推动

“门前三包”提档升级为“门前五包”，张贴管理公告，向经营商
户讲解占道经营、污染环境等造成的不良影响，增强商户法律
法规意识。建立联络沟通机制，推动市场管理方为个体商户提
供优质高效的指导服务；统筹规划各类便民疏导点，解决流动
商贩的实际困难，让疏导点更好地为市民服务。

“我们将在‘放’上加大力度，逐步优化调整地摊经济服务
措施，给民生更多生计空间，规范提升‘地摊经济’。在‘管’上不
断创新，积极探索柔性执法和审慎包容的监管模式，提高管理
的精细化水平, 为市民娱乐休闲创造更加整洁有序和谐的环
境。”县城管局局长刘海月说。

“道路畅了、噪音少了、垃圾清了、秩序好了。”“晚上越来越
热闹了，来消费的人越来越多了。”走在县城的大街小巷，一张
张笑脸彰显出城市发展的幸福底色，满城美景催生出夜色的
活力与繁华。

有爱小城，越夜越精彩
———我县推动“夜经济”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张伟 贾凡

本报讯渊记者 李
文华冤7 月 29 日上午，
全市养老服务民生实
事项目建设工作推进
会在我县千鹤湖酒店
召开，市民政局党委书
记、局长连倩出席会议
并讲话。县委副书记、
县长王宁出席会议并
致辞。

就进一步做好全
市养老服务民生实事
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
工作，连倩强调，安全
生产责任重于泰山，要
常抓不懈，思想防线时
刻不能放松，标准规划
要再细化，检查督查要
专一，台账档案要健
全。养老服务民生实事
工程建设进度要再加
快，整体排查要更精
准，运营方式要更优
化，廉洁防线要牢牢守
住。在高质量考核工作
中数据要整合到位，与
有关部门对接要精准，
一把手要亲自协调，要
主动向当地领导汇报。
要加快推进村级社区
养老服务点建设，完善
居家养老、社区、机构
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服
务体系，促进养老事业
健康协调发展。

王宁说，民政工作
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工
作。近年来，我县始终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做
到三个纳入。一是纳入重大事项。县委、县政府每年均
将养老服务工作写入党代会、人代会报告，县政府常务
会议每年至少两次听取和研究养老服务工作，建立县
养老服务联席会议制度，先后出台关于政府购买与补
助养老服务实施办法、养老服务十四五发展规划等一
系列文件。二是纳入财政保障。县政府全力保障养老
事业发展，除中央和省级养老补助资金外，集中供养的
重度失能老人每人每月 4500 元、集中供养的特困老
人每人每天一杯鲜奶、困难老人的节日慰问、80 岁以
上老人“尊老金”等，均由县财政托底。三是纳入重点
工程。县政府每年都将养老服务工作纳入重点民生实
事工程，建成运营全省一流的养老中心，去年困难家庭
高龄失能老人集中照料实现全覆盖，今年县政府以人
大代表票决方式通过“构建 15 分钟养老服务圈”，将
省 3 项、市 5 项养老服务民生实事任务全面融合，着
力打造“康养在射阳”服务品牌。

副县长李东参加会议。各县（市、区）民政局负责
人分别汇报养老服务民生实事项目建设暨安全生产工
作推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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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名杂技演员，今年刚满 18 岁。别看他年龄不大，
但本事可不简单。由他主演的《扇舞丹青·头顶技巧》获奖颇
丰，曾荣获第十五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最高奖“金狮
奖”等大奖。他深知，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射阳杂技人的
默默付出。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他也积极宣传传承中华传统
文化，宣传自己的家乡。他先后获评“鹤乡文化英才”“青年
岗位能手”“先进个人”“江苏省舞台艺术优秀青年人才”等
荣誉称号。他就是县杂技团青年演员、2022 年盐城市劳动
模范、第七届“射阳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黄逸凡。

黄逸凡是县杂技团的台柱子，是团里获奖最多的。他的
经历，让更多的孩子看到了练杂技的希望。奖牌背后的艰辛
与坚持，只有自己最清楚。他感慨地说：“选择杂技不仅需要

‘爱好’，更需要‘勇气’！初学时的训练痛的让人刻骨铭心，
杂技路上走得每一步都值得铭记。”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7 月 15 日早上 9 点半，盛夏的
射阳，酷热难耐。县杂技艺术中心内，18 岁的黄逸凡正和搭档王
金玮专注地练习手举倒立、单手倒立连跳等头顶技巧，由于发
力，黄逸凡的脖子上青筋凸起，张开的双臂不停微摆保持平衡。
他们正为即将在今年 9 月份举办的全国杂技比赛作准备。

《扇舞丹青·头顶技巧》由中国杂技协会副主席李西宁等专

家进行创作指导，节目以头顶技巧为主，将扇舞、武术、书法、太
极等融合在一起，兼具现代审美观念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特
色，借助现代声光电技术，向海外观众展现中国传统文化。

“光头顶技巧这一项每天至少需要训练 3 个小时。”头
顶技巧是杂技《扇舞丹青·头顶技巧》中的核心动作。这部作
品酝酿至今已有 15 年时间，作为主演的黄逸凡参演过上百
场演出，凭借扎实的基本功、高超的技术和顽强拼搏的精
神,完美地把这部作品呈现在全国乃至世界观众面前。

作为演员，舞台上的光彩毕竟是短暂的，大多数时候没
有聚光灯、没有观众，而是日复一日抠动作、卡节拍的枯燥训
练。黄逸凡对此从不叫苦，下足功夫，挑战身体各种可能。

“因为是两名演员头顶相对，底座演员与尖子演员无法
靠视觉完成全部动作，要靠不断练习形成头皮反应，才能做
到配合默契。”因为长期高强度的练习，黄逸凡的头顶被磨
去了一小撮头发。

“杂技表演要达到相应的水平，需要长期的练习，并非
一朝一夕的事。”县杂技团副团长王虎说，“我们行内有句俗
语，‘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大家看我们
现在接连获奖，其实有着我们多年的积累。”

为了训练节目主要演员头顶倒立的基本功，先从双手

倒立开始练起，后来练头顶倒立，头顶倒立从平地开始，再
到凳子上、到桌子上、最后再到定制的道具上，一步一个脚
印，精心打磨。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他也在国际国内文化交流过程中
发挥自己的优势。“因为我们去的舞台不同，有的是国际舞
台比赛，我们就代表中国，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如果我们到
北京、广东等国内其他地方，我们就宣传江苏特色文化、丹
顶鹤文化，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来自射阳，这是一件非常自豪
的事情。”黄逸凡说道。

县杂技团始建于 1957 年，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杂技、魔
术并在国际、国内比赛中获奖。作为一名杂技演员，黄逸凡
坦言自己的童年有缺憾，但能从老一辈杂技人手中接过衣
钵，他倍感自豪，也希望能跑好这一代青年演员的接力棒。

“多数人认为练杂技天赋很重要，但其实练杂技并没有
捷径可走，唯一的路就是刻苦训练，一个动作重复练习千百
次，练好练精。”展望未来，黄逸凡充满信心，“对于目前的我
而言，生活学习上要做到听老师的教导，好好练功、好好演
出。将来我希望到更大的国际舞台比赛，一是为了与同行切
磋，交流互鉴，取长补短；二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让更多人通过杂技了解中国，了解我的家
乡，走进我的家乡。”

“让更多人通过杂技了解射阳”
——— 记市劳动模范、县杂技团青年演员黄逸凡

本报记者 张慎传 陆美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