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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张慎传 通讯员
金海洋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出
版发行以来，全县广大干群积极行动，
以不同形式参与到第四卷的学习活动
中来，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潮。大家
一致表示，
要认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
全面系统学、
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
学，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为加快推进“强富美高”新
射阳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近日，
县委宣传部组织召开部机关
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第一次会议。部机关
全体青年干部围绕“学习第四卷 悟透
百年史”主题，重点重温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开展学习心得交
流、
学习达人挑战赛等活动。青年代表
周洁表示，要坚定政治立场、砥砺精神
品格、磨炼过硬本领，以实事求是的精
神为建设新射阳做贡献。县委宣传部相
关负责人勉励青年同志要在学习跟进
中提升学习效率，在认识跟进中提升认
知水平，在行动跟进中提升实践能力，
以排头兵的姿态、先行者的担当，推动
更多领域变
“跟跑”
为“领跑”
，勇争全市
第一。
县残联党组召开党员大会，县残联
党组书记、理事长倪剑以《深学笃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奋
力推动全县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为
题，
为全体党员干部讲授了一堂生动的
党课。大家一致表示，
通过此次党课，
更
加深刻地理解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精神实质，
巩固深化了对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
识，在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将不断
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党性修养，提高政
治素质，积极投入到残联事业发展中，
为推进全县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射阳港经济开发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开展专题学习活动，集中学习《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部分篇章，进
一步了解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
加的复杂局面和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大家纷纷表示，
今后将不断深刻学习感悟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着使命
学、
带着信仰学、
带着感情学，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团结奋斗、
勇毅前行。
射阳新华书店组织党员干部召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学习宣传
发行动员会，
部分党员联系实际工作谈
学习体会。大家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四卷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闪耀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光芒，是新时代共产
党人必须用以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的创新理
论。新华书店负责人表示，
书店党员干部员工在学习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的同时，要发挥新华书店
作为党的政治理论学习读物宣传发行的主阵地、主渠
道、
主力军作用，
全力以赴做好第四卷的宣传征订发行
工作。

县组织收听收看省委工作会议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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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冈玉王宁崔晓荣邱德兵孙庆树葛兆建参加射阳分会场会议

本报讯渊记者 杨兰玲 吴杰婷冤8 月 5 日，省委工作
会议在南京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
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
署，总结今年以来工作，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吴政
隆在讲话时强调，迎接党的二十大、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是全省上下的重大政治任务和工作主线。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重大要求，敢为善为、奋发有为，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坚决担起“勇挑大梁”的重大责任，锚定全年主
要目标任务，全力巩固经济回升向好趋势，努力把耽误的
时间抢回来、把造成的损失补回来，力争实现最好结果，着
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
气正的政治环境，更好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
列”光荣使命，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
篇章，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昆林作总结讲话，省政协主席张义珍，省委副书记、

本报讯 渊记者 高
陈斌冤 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树立良好家风家训。
8 月 4 日晚，我县在日
月岛康养旅游度假区举
办射阳七夕主题晚会暨
文明家风传承活动启动
仪式，县委副书记孙庆
树出席活动。
七夕佳节承载着中
华民族对爱情忠贞、家
庭幸福的美好愿望。启
动仪式上，歌舞串烧《爱
在夏天》 一出场便点燃
人们关于盛夏的激情。
最美家庭代表、金婚夫
妻、留射名校优生情侣
代表受邀上台访谈，为
现场观众讲述感人至深
的爱情故事，描绘出恬
静幸福的美好家庭模
样。在“缘分一道墙”游
戏互动环节，现场单身
青年纷纷拿起手机扫码
参与，期待在七夕佳节
为自己架起缘分之桥。
活动还为安徒生童
话乐园、鹤乡菊海景区、
日月岛康养旅游度假
区、黄沙港泊心广场共
四家射阳县家庭教育创
新实践基地集中授牌，
并发布了《
“有爱射阳”文明家风
传承活动项目清单》。
据悉，
活动当天，
我县还举行了
“以爱之名·如‘七’
而遇”
“臻心时光·怦然心动”
“童梦七夕·奇趣星空”等
系列主题活动，
不断打造有活力、
有品质、
有创意的“有
爱射阳 沐光向海”
文旅节庆品牌。
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洪磊，
副县长陈剑峰参加活
动。

义，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根本要求和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部署，深刻把握推进新时
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面临的形势任务，深刻认识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的原
因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
舵领航，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
指引；深刻认识忠诚拥护“两个确立”是领悟党的百年奋斗
特别是新时代伟大成就的必然结论，是党心民心所向、党
运国运所系的必然选择，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必然逻辑，是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然要求，切实将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全省各
级各部门必须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更加自觉地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
党的核心地位，更加信心满怀地紧跟习近平总书记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必须自觉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不懈地用以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
成果在江苏大地上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真理伟力；必须牢牢
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始终牢记总书记对江苏
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谆谆嘱托，更好“扛起新使命、谱写新篇
章”，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渊下转三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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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政法委书记邓修明出席会议。我县设立分会场组织收
听收看会议实况。县委书记吴冈玉，县委副书记、县长王
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崔晓荣，县政协主席邱德兵，县委副
书记孙庆树、葛兆建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参加射阳分会场会
议。
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即将召开的党
的二十大，是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将科学谋划未来
5 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
针，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前途命运，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
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
野宏大、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
想光辉的纲领性文献，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奠定了重要
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
带头学、深入学，并与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结合起来，
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学深悟透、入脑入心，引导广大干部群
众认真学习、把握要义，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引领全党
全国人民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和宏伟目标，深刻把握当前
党和国家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深刻把握过去 5 年
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新时代 10 年的伟大变革，深刻把握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精髓要

淤

近年来袁海河镇坚持融合发展袁突出因地制
宜袁深度挖掘本地旅游资源袁充分发挥野旅游 +冶
作用袁促进产业提质增效曰突出农旅结合袁催生一
批各具特色的景观农业尧创意农业袁着力打造全
域旅游新看点遥
张伟 徐红敏 张婉莹 摄

于
图①为旭日美丽乡村遥
图②为四季果香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遥
图③为陡港古村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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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中国窑射阳篇

绎1995 年 8 月 7 日袁江苏有线电视台
20 集人物专题片叶红袖善舞曳摄制组到洋
河乡袁拍摄洋中村原妇代会主任段金芳 20
多年义务收养 94 名渔家子女寄读的电视
片遥
绎2000 年 8 月 2 日袁县人民医院急救
中心大楼启用遥
绎2007 年 8 月袁盐东镇划归亭湖区遥
绎2012 年 8 月 3 日袁县沿海发展指挥
部成立大会在射阳港经济区召开遥
绎2017 年 8 月 5 日袁我县举行新水源
地及引水工程射阳支线开工誓师动员大
会遥
绎2017 年 8 月 5 日袁 省经信委公布
2015-2016 年度江苏省食品工业十强县
渊市尧区冤名单袁我县榜上有名遥
绎2019 年 8 月 3 日袁2019 江苏射阳
渊深圳冤 先进制造业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
会在深圳举行遥
绎2020 年 8 月 4 日至 5 日袁野创业中
华窑筑梦江苏冶侨商射阳行活动举行遥

阴射阳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爱满鹤乡 邂逅新风
—“七夕·爱与星辰 与你同在”
——
2022 射阳七夕文化旅游节侧记
本报记者
夜深沉，
月千里，
情更浓。
和爱人去黄沙港姻缘树下锁住一生挚爱；在日月岛以
墨为介、以“诗”之名写下三行情书；在安徒生童话乐园着汉
服、
赏花车……8 月 4 日，
农历七月初七，
是我国传统的七夕
节，射阳“爱与星辰 与你同在”七夕文化旅游节吸引成千上
万的情侣、游客齐聚鹤乡，共赴文化与浪漫碰撞的美好约
会。
情浓七夕 传承好家风
夕阳坠了，
夜色沉沉而来，
掩不住灯火，
挡不住热情。
日月岛浪漫天幕下，
“七夕·爱与星辰 与你同在”主题晚
会暨文明家风传承活动启动仪式在歌舞《爱在夏天》中浓情
开场。双人杂技默契十足、古风舞蹈震撼唯美，动人的旋律
氤氲美好的情愫，相机的咔嚓声、
群众的叫好声响彻夜空。
爱情是什么样的呢？是执子之手的相濡以沫还是志趣
相投的相互成长？金婚夫妻访谈与名校优生情侣给你答案。
“这么多年过来了，一直都在相互扶持、相互照顾，很感谢他
的。”
爱情的模样不尽相同，它美好总能使人心生涟漪。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的家，家庭的和谐美满，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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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凡
为七夕节在新时代的新涵义新定义。现场一个个相亲相爱、
向上向善的家庭故事，引领现场观众感受幸福爱情，体味最
美家风。
“七夕佳节，鹊桥相会，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节日，在这
个传统的节日里，我们每个家庭都要行动起来，用爱心去孝
敬长辈，做好榜样来带动家人，用热心去和睦邻里，争做美
好家庭，传承良好家风。”全国最美家庭获得者黄萍霞向大
家呼吁。
“我看到了很多最美家庭的分享，对我来说感触很深
刻，我也希望我们自己以他们为榜样，在射阳幸福地生活下
去。”
名校优生情侣代表谢英与徐伟表示。
邂逅美好 传统文化也浪漫
七夕节是中国传统节日，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爱情忠贞、
家庭幸福的美好愿望，也是华夏民族独特文化记忆的重要
留存。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扬，
射阳人对七夕节的
认知越来越回归文化的本源。在射阳各大景区，
人们共享传
统文化大餐，
共度别样七夕。
“
‘牛郎织女，
拒分二处’
打一日历用语。”海上的斜阳把

阴地址院 射阳县城人民西路 源愿 号

阴邮编院 圆圆源猿园园

射阳发布

鹤乡射阳 粤孕孕

射阳宣传

黄沙港映照得一片绯红，长街内人声鼎沸，泊心广场上摆放
着姻缘树、花灯等民俗物品，不少游客驻足合影、猜灯谜，在
欢笑声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馨浪漫。
海底月是天上月，
眼前人是意中人。日月岛鸣想驿站内
游客将浓浓情谊寄托于浅浅三行情书，用笔墨传情，让满溢
的爱意流淌进心中。
“哇！好漂亮！”
“真是太震撼了！”
安徒
生童话乐园里，小朋友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着汉服，观激光
秀、赏唯美烟花，一对对情侣在绰约光影下领略传统文化的
脉脉温情。
张先生和李女士身着汉服，带着他们 6 岁的宝宝，这天
是他们结婚七周年的纪念日。
“送玫瑰、
看电影，
那是西方情
人节的传统，在这里观星、穿汉服、猜灯谜，这才是咱们中国
情人节的传统习俗，
中国的传统节日越过越有味道了！”
“让七夕传统节日进景区，进一步推动文旅融合、增强
文化自信，特别是让青年游客、亲子家庭的游客感受传统节
日，感悟传统文化，在景区留下美好的记忆和乡愁，为打造
有活力、有品质、有创意的
‘有爱射阳 沐光向海’文旅节庆
品牌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劲的生机活力。”
县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党委书记陈德艳说。

阴文稿传真院 远怨怨远远愿愿怨

阴版面编辑院 张慎传

阴组版院 王逸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