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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阴有阵雨 最低温
度27℃左右 最高温度32℃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本报讯（记者卢兆欣 实习生王
宣程）16日-17日，江苏省张謇研究会
学术交流暨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文
化讲坛在通召开，省张謇研究会名誉
会长、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
省政协原副主席罗一民，省政协副主
席、省张謇研究会高级顾问朱晓进参
加活动。市委书记王晖，市委副书记、
市长吴新明，市政协主席黄巍东参加
相关活动。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企业家、社
会活动家与政治家，张謇创造了多个
中国第一。作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
和“民营企业家的楷模”，张謇研究也
正向更广的领域、更深的层面推进。
去年11月7日，全国第一家省级张謇
研究会——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在南京
正式成立。本次研讨活动以“长江三
角洲经济一体化视域下的南通城市近
代化”为主题，吸引了南京大学、南京
师范大学、扬州大学、上海大学、上海
师范大学等单位及科研机构的领导嘉
宾、专家学者参加。

16日下午，在张謇企业家学院举
行的文化讲坛上，省张謇研究会副会
长、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忠从区域经
济一体化的视角来讨论城市发展的近
代化，带来了精彩的主旨演讲。省张
謇研究会副会长、淮阴师范学院图书
馆馆长李巨澜，南通市慈善总会副会
长叶沈良，省张謇研究会理事、江苏国
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凤凰出版传媒
集团副总编王振羽，省张謇研究会监
事、南京大学教授范健，扬州大学张謇
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陆和健，省张謇
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上海大学教授
严泉作交流发言。

在通期间，与会代表还实地参观
了南通群英馆，通州张氏墓祠、张氏宗
祠，海门张謇故里等地。

市领导王小红、王洪涛、单晓鸣、
金元，市政府秘书长凌屹等参加相关
活动。

本报讯（记者黄海）昨天，“强国复兴有我——新时代颂”
2022江苏省摄影采风创作暨“日出江海 美丽启东”新闻媒体
摄影采风活动在启东举行。来自新华社、中新社、新华日报、
南京报业传媒集团、扬子晚报、江苏经济报等单位的20余名
摄影记者参加采风活动。

启东位于长江入海口北翼，拥江揽海，与上海一衣带水。勇
立潮头、开拓创新的江海文化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海派文化
交融激荡，塑造了启东海洋经济之乡、电动工具之乡、建筑之乡、
教育之乡、长寿之乡、版画之乡等众多靓丽的城市名片，赢得了

“江海明珠”的美誉。近年来，启东全力打造“沪苏一体融合发展
窗口城市”，吸引各地游客“到美丽启东、过诗意生活”。

“江风海韵”惹人醉。摄影记者们冒着酷暑，纷纷将镜头
聚焦圆陀角旅游度假区、启东海工船舶工业园、惠萍镇东兴镇
村、滨江生态绿廊、蝶湖片区、启东版画院等地。每到一处，记
者们都被眼前如诗如画的美景所吸引，用镜头全方位记录启
东城乡发展的新变化。

本报讯（记者俞慧娟）15日至17日，为期3天的南通市
首届新能源汽车博览会在南通万象城盛大举行。据统计，车
博会期间，观展人次达到了20万，成交近百台，意向登记客户
3000余组，大大促进了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和销售，助力
低碳美好生活。

本届新能源汽车博览会由南通报业传媒集团筹划主办，
得到了市商务局和崇川区的大力指导支持，被列为“燃情盛
夏·乐享崇川”消费季的重要主题活动。

绿色低碳出行理念渐入人心，新能源汽车正越来越快“驶
进”通城寻常百姓家。今年上半年，我市新注册上牌新能源汽
车约2万辆，占上牌新车1/4。

为更好满足广大市民的消费需求，营造“绿色低碳”汽车
消费新风尚，本次车博会上，保时捷、奔驰、宝马、奥迪、比亚
迪、岚图、红旗、零跑等30多个一线新能源汽车品牌携近百款
热门车型亮相。据各大汽车品牌销售商介绍，除现场下单确
定购买之外，还积累了3000多组意向客户，后期将持续跟踪、
对接，确保意向变为现实。

除了车展，本次博览会融合了特色美食、创意集市和街头
乐队等多种元素，为广大消费者带来愉悦的消费体验。

我市已完成18部镇村志编纂，另有35部正按序时推进——

恒心著史载乡愁
一本镇村史，留住几多乡愁。
南通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底蕴深

厚，源远流长。近年来，市委党史办、
市地方志办大力推进镇村志编纂文化
工程，留存地方历史记忆，丰富人民精
神生活，全方位记录镇村的发展轨迹
和时代变迁，为经济社会发展留下文
化根脉。

在本月举行的江苏书展上，海安
《城东镇志》、如皋《白蒲镇志》等一系
列南通名镇名村志精彩亮相，广大书
友纷纷点赞。

奔波城乡之间，征询乡贤老叟

镇村志编纂工程，非一朝一夕能

完成。
翻开《白蒲镇志》的编纂委员会名

单，镇宣传委员担任的主编多次更易，历
经六任方才完成这部地方特色名镇志。

“《白蒲镇志》的编纂，凝聚着众人
的心血，我们有一位副主编在编纂过
程中因病去世，两位编辑身患恶疾无
法继续参与编撰工作。”八十岁的《白
蒲镇志》执行主编杨春介绍，编纂《白
蒲镇志》前后一共花费了六年的时间。

编纂镇村志是众人成书，任何一
个地名、一条河名，都需要认真考证，
在许多老人的记忆中，去探寻历史的
真相。

“在编纂《大公镇志》过程中，我们

发现一处古寺庙叫‘东寺庙’，猜测必
然还有‘西寺庙’存在，后经过多方帮
助，终于找到了几十年前在‘西寺庙’
里生活过的老人，通过他的回忆，补充
完整了史料。”《大公镇志》的编纂人马
永山说，从 2016 年 4月到 2019 年 6
月，三年的时间，他们一直在广泛收集
资料，先后去往盐城东台、泰州姜堰等
地查阅档案。

编纂工作是枯燥的，几十万字的
内容，需要逐字逐句反复斟酌后方可
敲定，没有数年的时间，难以成书。

众多编纂工作者，怀揣着情怀与
责任，奔波在城乡之间，征询乡贤老
叟，徜徉史海文山，笔耕日月星辰。

承载传统文化，留存历史记忆

一本镇村志，涵盖方方面面，记录
着农业、工业、商业的兴衰与发展，民
俗风情、方言俚语的交替与演变。

《江苏名镇·城东镇志》是我市最
早完成编纂的名镇志，在镇志序言中，
我们可以看到，城东镇是南通地区最
早见于诸史典籍之地，春秋时期，吴、
鲁、卫、宋会盟于“郧”，郧即今城东境
内发桥一带，后建发繇亭以示纪念。

“志书编纂，要站在留住乡愁记
忆、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
《城东镇志》执行主编孙宝峰介绍，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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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媒省媒
聚焦启东“江风海韵”

20万人次观展 成交近百台

南通首届
新能源车博会圆满收官

本报讯（记者叶国 沈樑）由我市援疆教师团队
独创的“五个一”教育援疆“南通模式”在伊犁河谷大
放光彩，屡创伊犁州伊宁县教育史上最好成绩，受到
各方高度肯定。7月15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
看望慰问全国各地援疆干部代表，南通市第十批教育
援疆领队卫清，作为江苏省唯一的教育援疆代表，受
到总书记的亲切接见。昨天下午，已回到工作岗位的
卫清依旧难掩激动之情：“我将和南通所有援疆教师
一起，践行总书记的嘱托，沉下心来，扎实搞好援疆工
作，把伊宁地区教育事业推上新高位。”

卫清现任伊宁县教育局副局长、伊宁县二中校

长。2020年年初，南通市直学校校长卫清从江海平
原来到伊犁河谷，担起第十批南通教育援疆领队的重
任。2021年7月，1年半的援疆周期期满，卫清毅然
请求留任并得到组织批准。

卫清是南通近5000援边教育人中的优秀代表。
1974年以来，南通教育育人、强师、扶贫的足迹覆
盖新疆、青海、西藏等9个省区市。2010年，在坚
持12年输出优秀师资援疆的基础上，我市全面升级
对新疆伊宁的帮扶工作，聚焦学科主线和教育人才
培育，构建援疆教师“1+X”保障体系，

（下转A2版）

南通独创教育援疆模式大放光彩
我市教师卫清作为援疆干部代表受到总书记亲切会见

高质量发展劲头十足高质量发展劲头十足————

如皋如皋，，在祛在祛““沙沙””蓄能中蝶变蓄能中蝶变

8米36!一跃冲天创历史

王嘉男成亚洲首位世锦赛跳远冠军 A8

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发展之魂。
上世纪50年代末期，面对“十年就有九年荒”的高沙土地区，顽强的如皋人向

大自然发起挑战，擂响了削平高沙土的战鼓。
时空斗转星移，当土地的“有形之沙”变为发展的“无形之沙”，代代相传的治

沙精神刻入如皋人的血脉，成为这座魅力之城爬坡过坎、跨江融合道路上的精神
秘钥。

7月5日，市委宣传部组织的“非凡十年”融媒体新闻行动走进如皋，感受如
皋如何传承治沙精神，祛除发展中面临的种种“高沙”，书写十年蝶变之美。

7月的夏日，万物皆受炙烤，而城北街道平
园池村的荷塘月色景区内游人如织，热闹未减
半分。

一大早，王德兰便与几位友人从邻市海安
相约来此赏荷。置身于一望无垠的荷塘之中，

撑一艘小船、坐上轨道小火车，体验一把穿梭荷塘的乐
趣。“这个村已经成了我们每年必打卡的旅游景点之
一。”
眼前的美景有多来之不易，平园池村党总支书记刘炜

建感受最深：十年前，村庄环境脏乱不堪，空气中弥漫着鸡
屎猪粪的气味，百姓怨声载道。“那时村里连条像样的路都没
有，根本留不住年轻人。”

修建硬质化道路、填埋露天茅坑、整顿关闭散乱畜牧养殖
户、重塑荷藕文化特色……2014年，刚上任的刘炜建大刀阔斧
整治村容村貌，不仅抓住了老百姓的眼球，更带来新的发展机
遇——有人干起甲鱼、龙虾、乌鱼养殖，有人发展生态采摘，有
人开起景区民宿……

以“千亩藕池文化园”为核心的旅游产业链应运而生。去
年，该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267.5万元，实现新突破。旅游产
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人气，振兴了村集体经济，也鼓起了老百
姓的“钱袋子”。

陈佳经营的骁乐家庭农场就在荷塘月色景区不远
处，180亩的大棚内长满了桃子、葡萄、梨、无花果、西

瓜等各种水果，不少游客从景区出来后都会来
这采摘水果。烈日下，陈佳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可他却笑得一脸幸福。“今年销售额
保守估计在80万元左右。”

有着相似发展经历的还有
东陈镇南东陈社区。宽阔整
洁的柏油路，一步一景的绿
化树，美丽的墙体彩绘，河
道水洁、坡绿、鱼肥，每一
处都彰显着高颜值。“每一
年，村里都在大变样，走出家
门就是风景。”69岁的冒良桂
每天都会和老伴沿着屋后的
振兴河走上一圈。

2018年，29岁的张伟到社区任职党
总支书记，建设工业厂房出租给企业，村
营收入从10年前的10万元飙升到现在的
150余万元。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平园池村和南东陈社
区的嬗变是如皋不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和美丽乡
村建设的缩影。十年来，如皋扎实推进农村重点领域改革，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进脱贫攻坚、产业振兴、人居
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农村的主体、要素、市场不断被激活，闲
置土地、设施大棚都成了农民眼里的“金疙瘩”。

数据显示，如皋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从2014年的
14210元上升到2021年的19857元；今年一季度，如皋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46.6元，增速7.4%，居南通第一。

在高新区的江苏卓远半导体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内，国内最为先进的金
刚石基片制造产线正在有序运转，而
这条生产线，是用了4年研发、6000万
元投资换来的。

不同于一般的高新技术企业，卓
远半导体属于典型的“三高”企业，人

才含金量高、技术水平高、研发投入高。
“我们的人才团队已从最初的13人扩

充到现在的70人，通过研发解决了国外严
防死守给我国半导体产业发展造成的‘卡

脖子’问题。”卓远半导体副总经理黄建国说，
在人才优势的强势助攻下，短短几年时间，企业便

跃升国内半导体产业领域的科创领头羊之一。
“你好，我是卓远半导体海外科研团队成员。”来自

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的帝玛博士，说着一口

流利的中文。去年8月，他来到如皋，亲身感受到了当地政府
对人才的重视和关爱，“如皋给我成立了外国专家工作室，企
业也提供了实验室，更加坚定了我在这里搞科研的信心。”

十年来，如皋以省创新型示范县市建设为引领，统筹谋划
全市创新布局，加速集聚各类创新要素，不遗余力地把科创项
目和高端人才作为推动区域发展的最大动力和最强引擎。目
前，如皋汽车及零部件、新型电力装备、电子信息等六大优势
产业占全市规模工业比重超80%，拥有高新技术企业316家，
较“十一五”期末增长750%。

如皋市科创办相关负责人董宇介绍说，2021年，
“创新如皋”三年行动计划正式启动，并且每年都会
出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激励政策，“十三
五”以来，累计兑现市本级科技创新奖励1.44亿
元，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额34.59亿元，
高新技术企业享受所得税减免8.62亿元。

（下转A8版）

告别脏乱差，村庄变身“绿富美”

创新升级跳，从0到1的如皋智造

龙游河生态公园。
记者 许丛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