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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们一家人今天四五
点钟就起床采摘梨子了！”村民范文德
种了5年梨，今年梨树终于挂果了。7
月27日，是查家湾果品交易市场翠冠
梨上市第一天。他一下子运来了 700
多斤梨。他随手拿了一只梨，“今年每
斤收购价 2.2 元，要求是 7 两以上的，
你看，这只梨至少1斤。”

当天的果品交易市场上，人声鼎
沸，搬梨、称梨、包装梨，村民们忙得不
亦乐乎，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收获的
喜悦。常州邮政、永旺果业、杰记果业
等线下果品经销商从这里，把一盒盒
包装好的翠冠梨通过冷链车运往全国
各地。

“我们查家湾现有翠冠梨果园
600余亩，今年虽然雨水较多，但梨子
影响并不大，口感还是清脆甘甜的。”
查家村党总支书记顾相才说，“查家
湾”翠冠梨是江苏省林果产品的一个
著名商标，所有果园全部安装喷滴灌
和污水分流装置，确保所有果园成为
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和示范基地。“现在

是梨子全面上市的季节，梨农们最担心
梨子的销售问题。”

基于此，市供销合作总社在27日把
翠冠梨产销对接活动放在了查家村，为
果农搭建宣传和推介平台，促进地产优
果产销对接，畅通产销渠道，提升农产品
价值链。

据了解，通过 20 多年的种植，翠冠
梨目前已成为郑陆镇的地方特色品种。
全镇现有翠冠梨6300多亩，今年产量预
计达1.2万多吨。

“乡村振兴,重点是产业要兴旺。”
郑陆镇副镇长高可锋说，原先翠冠梨主
要集中在原焦溪片种植，譬如查家、翟
家、舜北等村，最近几年由于产业结构调
整，丰北、宁河、新沟、梧岗、徐家、羌家等
村也陆续发展起来。为进一步推进焦溪
翠冠梨品牌发展，全镇现有翠冠梨专业
合作社10家。目前，“焦溪翠冠梨”地理
标志商标已进入公示期，预计今年 9 月
份注册成功，届时，将有助于更好地打响
焦溪翠冠梨这一农业品牌。

（凃贤平 徐佳誉/文 王锐/摄）

郑陆镇以产业兴旺带动乡村振兴
今年翠冠梨产量将逾1.2万吨

本报讯 7月28日, 郑陆镇举办
首届“梨王争霸赛”,吸引众多种植户
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来自查家湾的
梨农查国英选送的翠冠梨荣获第一名。

眼下,正值焦溪翠冠梨大量上市

的季节。为进一步打响焦溪翠冠梨品
牌，促进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郑陆
镇特举办此次民间活动。

据悉，“梨王争霸赛”不仅比重量，还
比颜值、甜度和口感，并邀请区镇两级农

业农村部门、果品合作社等专业人士担
任评委。

活动中，郑陆镇查家湾、徐家村、阚家
村的20多名种植户手捧自家种植的翠冠
梨参加比赛，其中个头最大的达2.2斤。

据一等奖获得者查国英介绍，他参
赛获奖的翠冠梨虽然不是个头最大的，
只有1.8斤，但是果型正、甜度高，综合评
分最高。

“焦溪翠冠梨也是生态梨，种植过程
讲究绿色环保，参加比赛的梨首先得通
过农药残留检测，下一步我们将推广食
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消费者通过微信
二维码扫一扫就能知道翠冠梨的‘前世
今生’，广大种植户也能更好把握其品
质。”天宁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科科长黄晶
介绍说。 （徐蕾 邵雨林 张腾昊）

不仅比重量，还比颜值甜度和口感
郑陆上演“梨王争霸赛”

本报讯 一塘蒲过一塘莲, 荇叶
菱丝满稻田。7 月 26 日，天宁区经济

开发区武城村池塘绿意盎然，一片片
硕大的绿色圆叶漂于水中，抬眼望去，

池塘中央，农户们正在给藏于叶下的
鸡头米施肥。

“今年是我们村第一年试种鸡头
米 ，面 积 6 亩 ，再 过 几 天 就 能 采 摘
了。”武城村村支书江小明满怀欣喜
地告诉记者，鸡头米亩产量 200 斤，6
亩池塘预计能收获 1200 斤，目前鸡
头米市场价每斤 20 元到上百元不
等，如果销售情况好的话，确实能帮
助农户增收。

江小明所说的鸡头米，学名芡
实，属于睡莲科水生植物，多生于池
沼湖塘浅水之中，果壳形如尖尖的鸡
嘴而得名，其果实可食用，也可做中
药药材，与莲藕、红菱、茭白等组成

“水八鲜”。
鸡头米价格之所以能卖到这么

高，一方面是手工剥壳的难度大，还有一
方面原因是种植要求高。

据悉，武城村的这些鸡头米秧苗是
今年 4 月份从苏州移栽而来，因为没有
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找不到途径学
习相关技术，村民只能边干边摸索。

“现代农业是个技术活，人工种植
鸡头米其实很有讲究，比如，池塘里的
水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太深了接收不
到阳光，太浅了又会被晒死，一般 75 厘
米比较合适，还要根据不同生长期调节
水位；鸡头米对泥土的要求也很高，不
能太瘦也不能太肥，所以要恰当施肥。”

江小明说，刚移栽过来的时候，叶片
就跟碗口那么大，没想到现在一张叶子
长到一张圆桌这么大。
（徐蕾 陈凝 薛炜钰 邵雨林图文报道）

武城村试种6亩鸡头米

本报讯 近日，完成机构改革后
的郑陆镇为民服务中心全新亮相，秉
持着“一口清”导办、“一窗式”受理、

“一条龙”服务理念，实现由“单一窗
口”向“全科窗口”、“一专多能”向“全
科全能”转变，让镇村政务服务环境得
到改善，大大提升了便民服务能力。

7 月 24 日，郑陆镇居民李先生来

到为民服务中心，想通过办理失业登记
领取失业金。走进大厅，在工作人员的
引导下，他迅速取号，不需要排队即刻分
配到了综合窗口办理业务。根据规定，
这项业务作为“即办件”必须当场办结。
李先生很快办理成功。工作人员顾佳嘉
告诉记者，一个上午，他大约办理了 20
件“即办件”，基本实现了取号即办理，

没有出现“排长龙”等待的现象。
记者看到，改造后的便民服务大厅

的功能设置较为完整，设有导服区、休息
区、填表区、自助服务区、政务公开区等
功能区，包含不动产登记、综合等职能的
13 个窗口，其中 8个综合窗口融合了人
社、民政、卫健等业务。郑陆镇行政审批
局局长姚国良告诉记者，事权下放后，19

项行政许可、73项公共服务内容全部整合
到了为民服务中心，过去办事需要跑城区
的“跑腿”问题也因为服务事项向基层延
伸得到了解决。

姚国良介绍，现在“综合窗口”日办
结事项大约200至300件，随着“单一窗
口”向“全科窗口”转变，窗口工作人员也
必须由“一专多能”变为“全科全能”。当
前中心正通过梳理服务清单，对所有窗
口工作人员实施专业化集训，保证每一
位来办事的老百姓在一个窗口就能办
结，不再来回跑、多头跑。

（宋婧 徐佳誉）

郑陆镇开启公共服务“全科模式”

本报讯 “我们期盼通过新闻
媒体传递正能量，我们将为建设好、
管理好清凉大厦居民家园而继续共
同努力!”昨天下午，清凉大厦全体
居民写的感谢信送到记者手上。

清凉大厦坐落在清凉新村光华
路 88 号，大厦始建于 2001 年下半
年，是一幢大型综合商住楼，一、二
楼为商场，沿街为商铺，楼上共有
42 户居民。自从清凉大厦交付后，
大楼负一楼就成了该地段的“锅底”
塘，逢雨即涝。此前，居民也采取过
多种补救措施，如疏浚地下管道，更

换50米道路长的增粗排水管，但均未
见成效。

2019 年，天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派员多次现场勘察，并会同茶山街
道有关部门负责人及清凉三社区唐
书记与居民代表一道共同研讨，策划
设计建造“中小型自动积排水”工程
系统。工程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正式
开工，2020 年春节前完工。今年夏
天，积排水系统经历多次大雨的洗
礼，彻底解决了清凉大厦长期大雨即
涝的困境。

（凃贤平 邵雨林）

清凉大厦再也不淹了

本报讯 28 日上午，兰陵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人大工委主任蒋志
敏的办公室来了两位客人，浦北社
区党总支书记刘平和居民代表周
志刚，冒雨专程向街道送来一封感
谢信。

周志刚激动地说，“蒋书记，我
们的天然气 7 月 21 日正式开通使
用啦！这回总算把困扰我们多年的
老难题解决了。”

兰陵街道浦北新村 18 幢、19
幢居民楼，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中
期，位于相邻的浦前社区内，是典型
的“村居混合型”散居楼，楼宇老旧、
设施老化，缺乏市政天然气管网敷
设安装条件。

2019 年年底，刘平得知浦前社区
要为村民集体安装天然气的消息后，
他第一时间电话联系，表达了借此机
会搭上惠民便车的愿望，得到了浦前
社区党总支书记邹枢的积极回应。

浦前社区与浦北社区同属“幸福
三浦”党建区域，蒋志敏作为浦前社区
联系点领导，代表街道多次与港华燃
气公司协调。最后，终于达成一致，根
据浦北社区建设需求，重新设计了管
网敷设方案，为浦北 18 幢、19 幢居民
预留了天然气管道接口。今年 7 月上
旬，常州港华燃气公司依据设计方案
同步组织施工、同步安装测试、同步实
施供气，让浦北社区两幢散居楼居民
实现了多年夙愿。 （唐佳丰 田沛）

两幢散居楼终于通上天然气

本报讯 近日，天宁开发区东
青 工 联 会 带 领 的 创 业 项 目 ——

《周博士农业空间站》获天宁区总
工会第三届职工创新创业大赛的
二等奖。

据悉，《周博士农业空间站》项
目将与美丽乡村、农业示范园等农
文旅项目结合，通过种植培育“太空
种子”，打造集科普、观光、种植、食
品加工等功能于一体的航天农业科
普园。首个“太空种子”种植试验田
将落户天宁经济开发区花园村。

项目负责人黄水芳告诉记者，
太空环境非常奇妙，就像一个大大
实验室，将种子带进太空后，会使其

细胞发生变化。种子返回地面后，科
学家对其进行育种实验，直至性状优
良且稳定。目前总共有500多个品种
经过了地面培育、筛选和验证，能合法
地推向市场。

据悉，《周博士农业空间站》项目
是唯一引进中国农科院和中国航天科
技总公司的太空种子培育优良种苗的
项目。“我们将选取部分种子进行试
验，比如号称是番茄部落的太空西红
柿，一根主干上能够长出几百枝的分
支，它的枝叶能够覆盖180平方米，还
有目前比较成熟的甜椒、尖椒、南瓜、
西瓜、油菜等蔬菜种子。”

（宋婧 贡丹芳）

种植培育“太空种子”

天宁打造航天农业科普园

本报讯 暑期、高温,各种意外
事件风险高发，为护航生命安全，7
月26日，彩虹城社区举行了“防范意
识在心中，共筑社区安全梦”主题活
动，寓教于乐，确保居民安全度夏。

活动内容包括，邀请消防队员
教授如何火场逃生、如何正确使用
灭火器灭火；邀请蓝天水上救援队

开展水上救援演练，同时现场模拟当
异物堵塞气道、溺水时，如何开展他
救；邀请天宁交警大队青龙中队为居
民们讲解交通安全规则。

彩虹城社区作为我市首批六个
“零酒驾”创建社区之一，以创建为契
机，多措并举，全方位构建生命安全守
护防线。 （房宁娟）

彩虹城社区举行主题活动

全方位护航生命安全

本报讯 7 月 28 日，一场关爱
“小候鸟”爱心捐书活动在老三集团
举行，这意味着雕庄街道第一期“小
候鸟”暑期成长营项目正式开营。

雕庄街道近年来加速发展，吸
引大量人口集聚，外来人口超 2 万
人，每年寒暑假期间，来自全国各地
的“小候鸟”汇聚雕庄，与父母团聚，
而“小候鸟”暑期成长营则为这些孩
子搭建了一个快乐、充实、安全过假
期的平台。

据雕庄街道妇联主席蒋明慧介
绍，街道充分整合非遗、教育、艺术、
红色文化等多种资源，开设有绘画艺
术课、手工制作课、创意美术课、红色
游学等课程。此外，夏令营还设计了

亲子户外拓展、团队建设等联谊活动，
让孩子们与父母互动，感受亲情。

该项目由雕庄街道买单，由项目
社工、专业教师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
共同服务，所有“小候鸟”均免费参
加。活动时间为 7 月 15 日至 8 月底，
报名年龄 3 岁至 14 岁，雕庄本地困难
家庭子女也可参加。目前已有 70 多
位孩子报名。

来自徐州的燕女士和丈夫在老三
集团工作已有 5 年多，孩子如今 4 岁
半，每半年才能见孩子一面。“孩子暑
假来常州后，教育和安全问题是家长
的心头事，现在有了这个‘小候鸟’活
动，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

（徐蕾 陈琦）

为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

雕庄为“小候鸟”开设暑期成长营

农业科普园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