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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路上的三次“华丽转身”
—记省首批乡土人才
——
“
三带”能手培养对象、盱眙县农民胡凤义
■ 通讯员
记

者

余海潮
陈士海
姜采蓝

日前， 经省委组
织部、 省农委等部门
联合复审， 以及专家
综合审核， 盱眙碧绿
园稻麦种植家庭农场
总经理胡凤义成为江
苏省首批乡土人才
“三带” 能手培养对
象。
提起胡 凤 义 ， 熟
悉的人都知道他是一
位先后从企业技术人
员变为公司总经理；
他顺势而上， 又从总
经理转变为稻虾共作
农场主。 为了带领乡
亲们脱贫致富， 他心
甘情愿做起了义务
“技术顾问”， 帮助附
近20多户贫困家庭成
立了家庭农场， 走出
了一条发展生态农业
共同致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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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凤义今年49岁，26年前
大专毕业后在淮河化工总厂任
设备管理员。
在2003年的农忙时节，乡
亲们埋怨现在土地太硬，化肥使
用一年比一年多，种地成本逐年
增加。说者无心，听者有心。胡凤
义立即查找资料，发现原来是农
民种庄稼大量使用化学肥料，造
成土壤板结的结果，发达国家在
很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一问题，现
在全面推广有机种植。他脑中灵
光一现： 开一家生态有机肥公
司，销量一定不会差。 心动不如
行动，他毅然辞工下海，在盱眙
县马坝镇旧街村建起了有机肥
生产基地， 并于2004年创办淮
安市地力宝生态肥有限公司。十
年多间，胡凤义积累了一定的化
工技术和资金，他的自主创业之
路越走越宽。
“一边生产有机肥，一边摸
索改进技术，从无到有，从少到
多，到2016年底，公司先后承担
多项农业科技项目，为公司的发
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胡凤义说，
由于有机肥绿色环保，即使销售
价格不高， 但销路好销量大，这
让他尝到了自主创业的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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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得风生水起，但胡凤义并不满足现
状，他想多元发展，正好盱眙龙虾的红色风暴席
卷全国，龙虾市场销售十分火爆。 2015年10月，
胡凤义顺势而上，在盱眙县维桥乡永华村流转土
地面积500亩， 成立了盱眙碧绿园稻麦种植家庭
农场。
由于缺少稻虾共作经验，他对稻虾共作一无
所知，两眼一摸黑，只能一切从头开始。 在县农广
校引荐下，中国淡水研究所盱眙“挂县强渔”稻虾
共生首席专家周鑫积极与他对接。 经过专家指
导，胡凤义开始采取稻虾共作的模式，有效提高
了稻田的综合利用率。 由于不使用化肥农药，仅
使用自己的有机肥，同时水稻生长过程中产生的
微生物及害虫为小龙虾提供了充足的饵料，小龙
虾产生的排泄物又为水稻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
物肥，形成了一种优势互补的循环生物链，使生
态环境得到改善，实现生态增值，亩产成虾200公
斤，生产的稻米是一种接近天然的生态稻。
他坚持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农业
道路，将他的农场打造成集龙虾养殖、销售、深加
工以及品虾、 钓虾为一体的龙虾主题农业示范
区，形成产、供、销一条龙服务，成为了县级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田间学校和生产实践基地。
今年， 胡凤义还投资建立自己的温室大棚，
冬季也可以养殖龙虾， 龙虾的利润也会翻了几
番。 农场生产的“
稻虾缘”牌龙虾和
“
稻虾缘”牌龙
虾米已经获得了中国绿色食品认证，他的龙虾现
在价格平均上涨5元，供不应求；龙虾米价格每斤
10元以上，在多次展销会上受到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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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
齐放春满园。 在农场附近的
村民看见胡凤义口袋鼓起来
了，纷纷来向胡凤义取经。 他
毫无保留介绍种养技术、创
业经验。
在胡凤义的带领和帮助
下， 附近20多户家庭都申请
了家庭农场， 近3000亩的池
塘在这片土地上星罗密布。
曾受胡凤义帮助指导的龙虾
养殖户孔娟说：“胡凤义是大
老板，也比较忙。 起初我们都
以为他不会告诉我们， 没想
到他不但告诉我们怎样养殖
龙虾技术要点， 还做起我们
的义务‘技术顾问’，到池塘
边手把手地指导我们， 我们
打心里十分地感谢他。 ”村民
们无不对他给予好评， 称赞
他是带领他们致富的领头
雁。
因为胡凤义善于经营，
乐于奉献， 通过他多年的不
懈努力， 他从事的龙虾养殖
和绿色稻米生产销售， 以及
农业循环利用发展模式已经
成为全县生态农业建设的样
板。

淮安生物工程学校

举办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培训会
■ 通讯员

怀农轩

本 报 讯 1月31日下午，江苏省职
教学会副秘书长、全国职业院校教学工
作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江苏省职业学校教学诊改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中职诊改方案研制组组长周俊
研究员走进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
校第十期勤俭公诚大讲堂，开设“
教学
诊改：特质认知与行动策略”专题讲座。
校领导及全体教职员工聆听了讲座。 讲
座由副校长李慧主持。

周俊研究员用朴实的语言及生动
的案例， 从教学诊改的特质认知、 教
学诊改的方案编制、 教学诊改的“两
链” 打造、 教学诊改的教师行动四个
方面进行展开。 他指出， 与以往的各
级各类评估相比， 中职学校教学诊改
有着自身的特质， 并从教学诊改的行
动宗旨、 实施原则、 工作重心、 工作
主体、 着力重点、 工作推手等六个方
面作了具体的分析， 同时强调了教学
诊改的核心、 意义、 价值、 关键、 重
点、 难点及要点。 然后， 周俊就如何
根据国家指导性方案和省实施性方案

编制学校教学诊改的建设运行方案提
出了建议和指导。 以教师的工作特征
为切入点分析了教学诊改中的教师行
动， 提出了教师的诊改需要“
外推”，
更需要内化， 要有主体意识。 最后，
总结出了各中职学校开展教学诊改工
作要做的九个工作。
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是新形势下
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新举措， 是
职业院校建构人才培养质量自主保证
制度的新尝试。 淮安生物工程学校是
首批国家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是省教
育厅确定的教学诊改工作首批试点学

校。 副校长李慧在总结中指出， 建立
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 切实发挥
学校的教育质量保证主体作用， 不断
完善内部质量保证制度体系和运行机
制， 是一项从唤醒学校质量意识， 到
质量意识、 质量行为融入到每个师生
和每项工作的质量过程。 她希望与会
同志认真消化讲座内容， 仔细研读之
前教务处转发的相关文件， 努力将相
关内容内化于实际工作中， 积极投身
教学诊改实践， 推进学校诊改工作常
态化， 实现可持续发展， 全面提升办
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市区两级见义勇为基金会对其进行表彰
■ 记者

杨尚

通讯员

陆婧

因欠网络贷款， 淮安区李勇 （化
名）铤而走险，在银行蹲点、尾随取款
人，当取款人到家开门时，趁其不备，
抢走了取款人刚取的五万元现金。 就
在他逃跑时， 碰巧遇上了刚下班回家
的小区住户——
—史占成，面对抢匪，史
占成毫不犹豫追了上去， 大约500米
追上抢匪后，他首先将其撂倒，然后将
抢匪牢牢控制， 最终将抢匪交给赶到
现场的民警。 7日下午，淮安市、区两
级见义勇为基金会对史占成进行表
彰，共奖励他8000元。
七旬老太家门口被抢 5 万元

老人在被抢劫时， 因要护住装有
5万元现金的皮包，而被嫌疑人拖拽，
导致腿脚受伤，到现在还不能走路。在
7日下午的表彰会上， 被抢老人姚秀

英的儿媳妇告诉记者，婆婆今年已70
岁。 今年1月23日上午9时许，婆婆独
自一人坐公交车到银行取款给孙子结
婚，没想到，到家门口了，被人抢了，幸
好遇到史占成。 事后，他们才知道，史
占成与他们居住在同一小区， 仅隔一
栋楼。为了感谢史占成，他们以婆婆的
名义特意定制了一面“
见义勇为 品
德高尚”的锦旗。
据淮安区公安分局板闸派出所所
长李兵介绍，案发后，他们调阅了银行
监控后发现， 嫌疑人李勇早就在银行
蹲点，当老人取完钱后，他随即跟了上
去，一路尾随到老人所居住的小区。上
午11时许， 当老人到家准备开门时，
李勇突然出现， 抢夺老人挎在胳膊上
的皮包。在抢夺过程中，老人为了保护
皮包而被李勇从一楼拖拽到单元门口
处。抢夺得手后，李勇迅速从小区另外
一个小门逃跑， 而老人则躺在地上大
喊“
救命”。

小伙撂倒抢匪后将其抓获

“听到喊救命，回头一看，一个年
轻人手里拿着一个黑包往小区小门方
向跑”，33岁的史占成告诉记者，当时
他刚下班，见此情况，他意识到，有人
遭遇抢劫了。 目前在一保安公司做队
员的他没有立刻大喊让抢匪站住，而
是骑着电动自行车就追了上去。
追出小区后，不见了坏人的踪影。
难道他会遁地不成？ 看到小区小门外
的一片树林，史占成告诉记者，他肯定
在树林里， 他没有贸然行动， 而是守
候，等待其出现。果不其然，不一会，抢
匪出现在他视野里，朝一座桥上跑去。
他果断再次骑车追了上去， 到达桥面
上时，也许是劫匪跑累了，停了下来。
没有多思考，下车后，首先拎着抢匪的
衣领，将其摔倒在地，据史占成介绍，
然后他迅速将其锁喉， 把抢匪死死地
控制在桥面上， 整个过程没超过一分

钟，从他发现抢匪到抢匪被擒，他追了
大约500米。
据归案后的李勇交代， 他之所以
对70岁的姚秀英老人实施抢劫，因为
他被网络借贷平台催得走投无路。 据
其供述，案发当天上午，他骑电动自行
车到银行，佯装办理业务，当他看到姚
秀英老人独自一人提取大额现金后，
先骑电动自行车尾随姚秀英， 发现她
乘坐公交， 他赶至下一站， 也乘坐公
交，尾随至姚秀英家门口时，趁老人开
门的瞬间，实施抢夺。 目前，因涉嫌抢
夺罪，34岁的李勇已经被检察机关批
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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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区环卫大姐
拾金不昧暧人心
■ 通讯员

胡先梅

本 报 讯 近日， 受暴雪天气影
响， 在淮阴区淮海北路当班的环卫
组长漆梅芳接到公司安排， 前往淮
海路盐河桥周边撒盐溶雪， 路过小
营转盘汉庭酒店前看见雪地上有一
个不起眼的装酒用的布袋， 漆梅芳
像往常一样， 用铁夹捡起布袋放进
垃圾车里， 让她觉得意外的是这个
布袋很沉， 于是她打开布袋一看，
里面有几摞百元大钞， 还有一个钱
包。 漆梅芳凭着多年环卫工作经验，
判断这布袋一定是行人不慎丢了的，
为此她在完成撒盐工作后， 又到小
营转盘来回走了几圈， 不见失主来
寻， 她便打开布袋清点里面钱物，
其内共有现金7094元， 及2张银行
卡和一张身份证。 漆梅芳心想丢钱
的人一定很着急， 于是她下班后根
据身份证上的地址， 找到了失主王
桂林的家中， 问其原由后， 将布袋

及钱物如数归还。
原来， 家住淮阴区营北六组的
王桂林接到一个电话： 女儿在小营
转盘汉庭酒店前被一辆电动三轮车
撞倒在地， 头部伤口鲜血直流……
王桂林闻此消息立即赶往事发地点，
临行前拿了一个装酒用的布袋， 里
面装着钱包和几千元钱。 当王桂林
来到小营转盘， 看见女儿跌倒在雪
地， 一把将女儿扶起， 匆忙送往医
院。 到医院就诊时才发现布袋丢了，
事后到西坝派出所调监控， 因误以
为布袋在医院周边丢了， 一直没查
出来。 本来女儿被车撞伤还缝了2
针， 肇事的司机又逃逸， 心里很是
气愤， 再发现又丢了钱， 心里更是
懊恼。 现在回想起来： 估计是在雪
地扶女儿的时候， 布袋从手中滑落
的。 当即， 王桂林拿出2000元钱给
漆梅芳作酬金， 被漆梅芳婉言谢绝
了。

市科技局召开我市引进研发
机构2017年度绩效考评会
■记

者
通讯员

左文东
朱小柱

王小青

本 报 讯 近日， 市科技局在智
慧谷召开全市引进研发机构2017年
度工作交流及绩效考评工作会议。
会上， 专家考评组听取了26家
研发机构2017年度工作汇报， 仔细
审阅了相关考评材料， 认真核实了
各引进机构2017年度横向服务收入
情况。 期间，在各引进机构汇报的基
础上， 评审专家组组长江苏信息职
业学院徐建俊副院长就各引进研发
机构机制体制建设、 服务淮安产业
成效、 集聚科研人才培养及财务管

理等方面进行了总结点评， 对各评
价单位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认
定，形成改进与完善的建议10余条。
最后， 会议要求， 要以淮安
“
4+2”特色产业再提升契机，进一步
提高研发机构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明确研发机构的功能定位， 共同推
动研发机构工作再上新台阶； 各研
发机构要加强对淮安产业战略规划
和政策研究， 积极组织产业关键技
术协同攻关， 扩大科研成果的转化
转移质量， 努力推进科技型企业孵
化及人才培养力度， 为进一步促进
我市科技创新提供技术、人才支撑。

淮阴船闸
开展“暖冬优质服务”活动
■ 通讯员

小伙追赶500多米将嫌疑人抓获

国内统一刊号：CN32-0046

罗翔

邱建生

本报讯 年味已渐浓，淮阴船闸
党支部带领党员志愿服务队来到过
往船员和船闸窗口一线岗位中间，开
展“
暖冬优质服务”专项行动。
志愿服务队向船员宣传春运期
间及冬季船舶安全防火知识，普及防
灾避险、疏散安置、急救技能等应急
处置知识，提高船员的公共安全意识
和自我保护能力，为船舶安全航行提

供保障，并征求他们对船闸管理和服
务的意见和建议。 志愿服务队还走
进船闸一线窗口各岗位，送上一杯杯
精心熬制的热姜茶，让船闸职工感受
到冬日里的温暖。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弘扬传统民
族文化，进一步推动春运“保安全保
畅通强服务”专项行动深入开展。 活
动中共向过往船员义务书写春联50
余副，发放“福”字100余张，姜茶100
多杯。

范集镇开展
“
迎祝福 送春联”
书画下乡活动

清江浦区市场监管局开展年夜饭安全卫生检查
■ 通讯员

徐吉

李路

本报讯 随着春节的临进， 火爆
的年夜饭预订在淮安城区大小餐馆上
演。 为保障春节期间广大市民吃上舒
心安全的年夜饭， 近日， 清江浦区市
场监管局出动执法人员， 开展了年夜
饭市场专项检查。
执法人员首先来到位于解放东路
上的福地大都会。 执法人员走入后厨
查看具体情况， 后厨总体干净， 但是
也存在地漏上防鼠网残缺破损等一些
细节问题。 随后执法人员检查了面点
制作、 灶具、 操作间卫生情况， 水

池、 厨具及调味品存放等是否干净整
洁， 并查看了调味品的生产日期和保
质期。 各种调味品的保质期是最容易
被餐馆忽视的， 因为很多调味品倒入
调味罐中就看不到生产日期了， 一些
过期的调味料也就可能被忽视了。 执
法人员一一检查后， 未发现有过期现
象。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了位于前进路
上的“招牌菜”。 走进后厨发现， 后
厨地面干净卫生、 后厨人员穿戴整
齐， 调味品摆放有序。 执法人员打开
冰箱查看蔬菜、 肉制品的保存情况以
及生熟食、 半成品等食品分隔情况，

同时查看了各种调味品、 食用油的生
产日期、 保质期， 均未发现有过期现
象。 最后又检查了营业执照、 食品经
营许可证、 健康证等是否齐全完备，
经过此次专项检查， 未发现相关食品
安全卫生问题。
清江浦区市场局提醒广大消费
者， 春节在外出就餐时， 应选择就餐
环境安全卫生、 持有效 《食品经营许
可证》 的餐饮单位， 尽量不要选择节
日期间客流量陡增的餐饮单位， 因为
客流量陡增的餐馆可能为了吸纳更多
人就餐， 临时增加接单量， 超过餐馆
本身的接待能力， 可能会导致服务或

者菜品质量打折； 吃饭时要学会“看
脸吃饭”，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公示牌
上贴有A、 B、 C三个等级的公示脸
谱表情提示， 分别代表食品安全状况
良好、 中等和一般， 尽量选择到等级
高的餐饮单位就餐； 还要注意辨识食
物的颜色外观和组织形态是否异常，
是否有异物和异味， 是否变质。
清江浦区市场局将依法履行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加强对节日期间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广大消费者若
发现餐饮单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或发生
疑似食物中毒事故，可随时拨打
“
12331”
热线进行投诉举报。

2月8日上午，残雪点点、天寒地冻。 然而，苏淮高新区范集镇政府门前广
场上却人声鼎沸、热火朝天。 为了迎接狗年春节的到来，该镇邀请淮安运河书
院18名书画家们义务为农民书写春联和字画，为当地群众送去节日祝福和良
好心愿。 书画家们现场挥毫泼墨，围观老百姓脸上笑盈盈，心里乐开了花，纷
纷领取心仪对联，为新的一年增添新的福气。 而在另一边，画家们凝神静气，
运用色彩进行艺术创作，每幅画都栩栩如生，彰显出地方生活多姿多彩，人民
生活安定富足。 半天时间书画家们就为当地群众免费送去了400余份
“福”字、
200余对春联和100多幅字画。
■ 通讯员 周君 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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