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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句容白兔镇，有一个远近闻名
的“草莓大王”。他从三分地起家，凭
着勇拼搏、不怕输的闯劲，一步步成长
为“草莓状元”、镇江草莓协会会长。
如今，他又挑起句容白兔草莓种植示
范党支部书记一职，将草莓种植技术
免费传授给莓农们，他就是纪荣喜。

上午九点，纪荣喜早已在草莓园
里忙了起来，他低着头一垄垄查看植
株，顺手清理掉枯叶。“还有一车草莓
苗要准备好，中午就有莓农来拿……”
纪荣喜边忙碌变乐呵呵地说。在妻子
贡明花眼里，丈夫是个闲不住的人。

“他所有的心思都花在草莓上，挖苗、
移苗，都是手把手地教莓农。现在很
多外地莓农都慕名而来，指明就要我
们白兔草莓苗圃基地的草莓苗。”

走进“纪荣喜书记工作室”西侧
的“全国劳动模范草莓示范基地”大
棚，一垄垄高架草莓长势正好，棚内
挂着一张张介绍品种名类、等级价
格、技术规范等知识卡牌，俨然一座
草莓科普基地。回忆起最初种植草
莓的时候，纪荣喜感慨万千。“三十多
年前，赵主任把草莓苗带到白兔镇解
塘村，给农民示范种植。我的第一反

应就是‘不敢种’。”对于一辈子种惯
了水稻、小麦的农民来说，草莓简直
是个“天外来客”，人人都怕失败。“后
来抱着试水的态度，种了三分地的草
莓。”

说起“时代楷模”赵亚夫，纪荣喜
有些激动。“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一
个电话他就上门。移栽、施肥、疏花
疏果、防病虫害、何时上市才能卖到
好价钱，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教。”他
说，“赵主任在田里看查看苗的根部、
看泥土，然后把我叫到跟前告诉我，
哪儿太湿了、哪儿容易出病害。为了
讲解清楚，老人有时候直接跪在地上
指着草莓根部的泥土讲解。从那时
候起，我就铁了心一定要把草莓种
好，不能辜负赵主任的心血。”

2018年，白兔镇在草莓田间建立
了第一个草莓种植示范党支部，由他
任党支部书记，担负起“火车头”这一
角色。和党支部里的党员示范户一
起，吸收了30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
到草莓种植中来，免费为他们传授草
莓种植技术。“13名党员示范户每人
带动 8－10名种植户，推广草莓新品
种新技术和新的种植模式，莓农收入
成倍增长。”纪荣喜说，以前种植的草
莓基本上都是国外引进的品种，容易

“水土不服”。“现在宁丰、宁玉、紫金
等国产品种不亚于日韩品种，而且抗

病性能强。尤其是这两年新出的‘白
雪公主’，皮和果肉雪白，籽是红色，
颜值高口感好，深受消费者青睐，去
年春节卖到每斤 300元，还必须提前
半个月预定。有的农户靠种植白雪
公主，一年时间就脱了贫。”

相比“书记”，周边的莓农更喜欢
亲切地称呼纪荣喜为“劳模”，笪小华
就是其中一个。“当然要叫他劳模，他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哪天闲着
的。”笪小华笑着说，“不是忙着自家
的草莓田，就是忙着给别的莓农解决
问题，帮产又帮销，叫他‘劳模’是名
副其实。每次看到他，不是一手泥，
就是一腿泥。周边的莓农只要一有
难题就往工作室跑，劳模不厌其烦地
帮助他们解题释惑，有时间还会骑个
电瓶车去到莓农的棚里给他们‘开方
把脉’。”

“书记工作室就是为了能家门口
传授农民‘点金术’。”纪荣喜说，“三
十多年前，我还是个种植草莓的门外
汉。赵老怎样不厌其烦地教我，我就
怎样教其他莓农，一直到我干不动的
那天。”通过“田间教学、劳模示范”的
方式，助推草莓产业由过去单纯的增
产向提质转变，从而进一步提高白兔
草莓的品牌效应。“接下来要走上精
品化路线，通过互联网、物联网，让白
兔草莓走向全国。” 本报记者 曹 源

开栏的话
赵亚夫，是镇江人的“国之骄傲”“时代楷模”。“学亚夫，做亚夫”理当

成为激发新动能的时代新风尚。
近年来全市各行各业涌现出一批亚夫式先进典型，他们立足本职岗

位，以求是实干奋进，以创新开拓未来。为配合全市“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深入开展，本报今起推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学亚夫 做亚
夫”专栏，向读者呈现最鲜活的“亚夫群像”。

纪荣喜：满身尘土两脚泥 “点金”草莓富一方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学亚夫 做亚夫

本报讯 盛世修史，鉴古知今，这是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13日上午，市
委、市政府召开《镇江通史》编撰工作会
议，标志着《镇江通史》编撰工作正式启
动。记者获悉，《镇江通史》全书共分为
7卷，计划2025年完成编撰出版。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
部长孙晓南在会上强调，编撰《镇江
通史》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件
大事，要坚持高站位、高定位，增强修

史工作责任感使命感要求，以科学的
态度、严谨的作风，如期完成编撰工
作；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全力打造
一流的学术精品；坚持高力度、高效
率，科学构建质量保证机制，把《镇
江通史》打造成在全省有影响、有分
量、有地位的精品力作，打造成具有
镇江特色、镇江风格、镇江气派的标
志之作，打造成过得硬、立得住、叫得
响的传世佳作。 （下转2版）

《镇江通史》编撰启动
全书分7卷，计划2025年完成

“你看，稻谷长得很饱满，再过十几天就能收了。”
近日，在丹阳市延陵镇宝林村，宝林志南家庭农场负责
人蒋须俊正在田间看着水稻长势，金黄色稻穗在秋风
里起伏，即将吹响丰收的号角。值得一提的是，这片水
稻还有个特殊的名字——“富硒米”。而类似这样的特
色农产品，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市家庭农场之中，其
中的关键，就是农场主越来越年轻。

据了解，自 2013年中央 1号文件首次提出发展家
庭农场以来，我市高度重视，大力培育扶持，引导要素
资源向家庭农场集聚。经过多年的发展，截至2018年
底，全市共发展家庭农场 2389家。而在这些农场中，
农场主的新老交替以及年轻人的回乡创业热潮，正成
为家庭农场特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句容市茅山镇，一年一度的葡萄盛宴已逐渐落
下帷幕。辛苦并快乐了三个月的葡萄种植户们，在结
算当年的收益之余，已开始为来年的丰产打基础。

在位于茅山镇的满园香家庭农场，农场主王君正
在果园里忙碌着，今年已是她真正接手果园的第三
年。“果园以前是公公一手建起来的，不管是对设施建
设的高要求，还是对葡萄品种、品质的精益求精，为我
树立了榜样。”王君说，为了学好葡萄种植技术，她先后
3次赴日本学习技术并逐渐将所学的技术用到了果园
管理之中。目前，葡萄园里有 30多种葡萄品种，严格
按照绿色有机食品的要求进行生产管理，生产出来的
葡萄品质口感好、果形齐、颗粒大，今年的销售价格为
5斤整箱包装 100元一箱，销售得很好。“控产提质，打
造精品果，种出和别人不一样的葡萄，这就是我的目
标。2018年，我还获评句容市十佳新型职业农民，这
让我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一定不负所托，接好农场的
班，再为它打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入实施，越来
越多的有志青年也用农业创业，书写着属于他们的乡
村篇章。

丹徒区高资街道巫岗村，“藏”着一个名为“阳光雨
露”的家庭农场。这个初建于 2015年，以综合种养为
发展方向的家庭农场，有着全市最年轻的农场主——
今年 23岁的曾雨阳。“当时我在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
院就学时，就有了在农业上创业的想法，也得到了父母
的支持，用所学的知识，在乡村打拼出属于自己的农业
梦。”曾雨阳说，目前，农场已有稻鸭共作水稻田160余
亩，还有125亩的丘陵岗坡地，种植了板栗和少量薄壳
山核桃，树下套养了鸡鸭，鸡蛋销售火爆。“我种植的水
稻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收割期要到11月10日左右，就
是为了种植出优质好吃的大米，实现我的农业梦。”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农场主新老
交替，原来一大批高龄、低学历农场主已经逐渐退出，
新进入的农场主不仅年轻，而且学历层次更高。出现
了以丹徒区高资水月雨家庭农场主汪月霞为代表的

“茶二代”、丹徒区宝堰夏国建水稻种植家庭农场主夏
国建、句容市白兔镇张峰良品家庭农场主张奎峰、丹徒
区江心洲卫鹏家庭农场主周卫鹏、句容市茅山镇恒泰
家庭农场主汲静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年轻化且具有丰富
专业知识，爱农业、懂经营、会管理的家庭农场主，他们
必将是我市家庭农场发展的新兴中坚力量。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滕士安

11日下午，市社科联组织理论
专家走进京口区谏壁街道月湖、蔡家
社区，与社区党员干部开展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互动理论宣讲。蔡家社区
第一党支部书记丁根福深有感触地
说：“这样的宣讲可以多来一点。”

为了让基层广大党员更加系统
地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学习纲要》读本，更加深入地
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市社科联邀请江苏科技大
学副教授、市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纲要》宣
讲团成员郭昭昭作为互动宣讲的主
讲者，系统讲述《纲要》的组成以及学
习方法，让社区党员干部了解《纲要》
的科学体系以及怎么样递进式学习

《纲要》。在党员干部对《纲要》有一
个总体了解的基础上，郭昭昭又和市
宣讲团成员于伟、刘业林一起，和社
区党员干部进行了互动。主持人随
机点名，社区党员积极举手发言，宣
讲团成员结合自身实际一一解答，
现场气氛热烈。 （下转2版）

“这样的宣讲可以多来一点”
——市社科联新思想进基层微宣讲侧记

3000余名健将为爱暴走

中国健步走大赛
扬中站举行

本报讯 13 日，2019“全民健步
中国行”中国健步走大赛（江苏·扬
中站）在“长江生态旅游岛”扬中开
赛，比赛项目为 18 公里健步走和 5
公里快乐健步走，吸引了各界参赛
选手 3000 余人报名参与，为爱暴走
燃烧“卡路里”。

此次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体
中心主办，江苏省社会体育管理中
心、镇江市体育局、扬中市政府承
办，包括中央、国家机关户外运动协
会会员，部分省市健步走爱好者，扬
中市公益服务品牌“一双球鞋的暴
走”参与者，长江自驾游车友俱乐部
健步走爱好者，扬中市机关企事业
单位健步走爱好者等在内的 3000多
名“健将”齐聚岛城扬中，共襄体育
盛会。

在扬中，有着浓厚的全民健身社会
氛围，已连续7年开展“一双球鞋的暴
走”活动，将健步走与做公益相结合，通
过“健步+公益”扬中麦田发放了1.2万
多双球鞋，赠送给全国335所山区乡村
学校。以此次大赛的举办为契机，该市
将继续将健步走与做公益相结合，为公
益事业奉献一份“扬中力量”。

大赛现场，随着发令汽笛鸣响，选
手们从扬中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出
发，途经滨江大道、扬中园博园，一路
上呼吸弥漫着桂花香的清新空气，欣
赏花船、花旦、打连厢等扬中地域文化
展示表演，感受长江生态旅游岛的独
特魅力。

当日下午，由中国女篮前主教练孙
凤武领队的明星篮球队还与扬中篮球
爱好者开展了一场明星篮球友谊赛。

（孙薇 袁刚）
更多新闻见5版

本报讯“起来！不愿意做奴隶
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
新的长城！”每周一早上七点，在丹
阳市开发区双仪公司的操场上，总
会准时响起嘹亮激扬的国歌声，来
自新疆喀什市麦盖提县的92名维吾
尔族农民工会一个不少的来到这
里，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庄严地面
向国旗，自发地举行升国旗仪式。

一个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一个
处在祖国西部边陲，彼此相隔千山
万水、相距万里之遥。双仪公司如
何成为我市维吾尔族农民工最多的
企业呢？麦盖提县人社局驻厂干部
如仙古丽道出了其中的奥秘：2017

年初，饱受“民工荒”的双仪公司在
网上发布了长期招工信息，结果被
万里之外的麦盖提县人社局捕捉到
了，当地劳动力充裕，但百姓不富
裕，经过现场考察，双方一拍即合，
2017年 5月，第一批来自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60名维吾尔族农民工来到
双仪，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打工生涯；
2018年70名；2019年92名。

今年20岁的麦日亚米古丽来自
麦盖提县三乡明光村，全家五口人，
年总收入 5万元。她从没有出过远
门，最远也就是到 20多公里外的县
城，当她收到宣传单后，心里既向
往，又不免担心。当听到村里曾经

来双仪打过工的小姐妹绘声绘色讲
述，让她坚定了走出去的决心。经
过报名、体检、培训，今年初，她和其
他的小伙伴们踏上万里的打工路。

经过四天四夜的跋涉，当90名维
吾尔族姑娘走进双仪厂门时，开心地跳
起了新疆舞：清真食堂一日三餐，顿顿
都有牛羊肉，关键还全免费，公司还专
门从麦盖提县聘请了两位厨师，食物口
味和家乡完全一样；住宿不仅也是免
费，而且每个宿舍都配备了空调、冷热
水、卫生间；工作较原来的种地、放羊相
比，也简单轻松许多。如果遇到古尔邦
节、肉孜节等维吾尔族传统节日，公司
还会放假一天并加餐。 （下转2版）

东西协作路 万里援疆情
丹阳企业连续三年招收新疆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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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在13日举行的庆祝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航空开放活动新闻发布会上，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介绍，
歼-20已列阵空军“王牌部队”。该部曾经击落击伤敌机59架，涌现出王海、孙生禄两位空军一级战斗英雄。在空
军实战化训练比武中，他们有10人次夺得空军“金头盔”、6人次夺得空军“金飞镖”。

图为歼-20战机进行实战化训练（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歼-20列阵人民空军“王牌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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