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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全域旅游发展，南京市江宁区
综合分析山、水、城、林、江、河、湖、泉等
资源禀赋，以优美的生态环境为基，以
点带面，集聚连片式发展，逐渐形成汤
山温泉度假旅游、上秦淮生态休闲旅
游、牛首山宗教文化旅游、滨江生态休
闲旅游等乡村旅游空间格局，加快推进
全域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精心布局“西
部丘陵田园、中部水乡田园、东部人文
田园、南部山地田园”，构建确定4个特
色田园乡村片区、20个特色田园乡村组
团、316个特色田园乡村点，以特色田
园乡村建设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
抓手，彻底改变农村面貌。

因地制宜，
激发生态红利高效转化
在生态资源向旅游经济的转化

中，江宁区既保护了生态环境，也持续
积累了“生态红利”。先后创建了国家

级品牌景区11个，中国最美乡村20
个、省高星级乡村旅游区33个，美丽
乡村覆盖率达70%，年接待游客量达
3602万人次，旅游收入达396亿元，
吸引了近千名大学生成为田园创客，
诞生了一大批农民老板，带动近万名
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真正实现了
生态资源向产业经济的高效转化。

通盘布局，
促成乡村产业集聚发展
江宁区以现代农业、山水田园等

生态资源为基础，以“旅游+”为载体，
融合发展乡村旅游新业态，发展农业
旅游产业、体育旅游产业、康养旅游产
业、节庆旅游产业等，成为乡村振兴的
重要产业支撑。如江宁横溪街道依托
当地传统的生态农业，打造集田园观
光、农事体验、茶果游乐等九大功能片
的溪田田园综合体，成为南京唯一一

家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试点单位。目
前，江宁区累积培育农业龙头企业
121家，实现年销售额780亿元。

生态先导，
构建乡村旅游产品全体系
江宁区保留乡村的原生态资源，

在保护好村庄的山水肌理、空间形态
的基础上，根据村庄的村貌、生态、文
化，因势利导建设气质鲜明的美丽乡
村，如黄龙岘村凭借深厚的茶文化，打
造成融品茶休憩、茶道体验、特色茶制
品等为一体的特色茶村；钱家渡村因
凭发达的水系，打造成为以水乡田园
为特色的美丽乡村等。目前江宁区已
构建集温泉度假、文化体验、山水风
光、乡村休闲、主题娱乐、美食购物、红
色教育、研学体验于一体的旅游产品
体系，推出温泉康养游、文化体验游、
乡村休闲游、主题娱乐游、红色教育

游、四季赏花游等16条精品旅游线路，
以及银杏湖之夜、杨柳湖上元灯彩、汤
山夜温泉等独具江宁特色和体验感的
夜游产品，大大丰富了游客体验。

生态治理，
切实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自2016年起，江宁全面实施三年

水利建设行动计划，对全区防汛消险、
骨干河道及支岔河道、在册水库等11
大类的重点水利项目进行了全面推
进，平整道路、畅通涵管、宽阔溢洪道、
美观坝体，使堤坝焕然一新。以“河长
制”为抓手，秉持“污染在水里，根源在
岸上，核心在管网”的治水思路，深入
开展河道水质提升工程，对区内的劣
Ⅴ类水体进行整治。积极打造沿江

“绿廊”，形成以林涵水、依水建林、林
水相融格局，打造“黄金岸线”。以“思
变五新”为抓手，对村庄环境进行整体

改造提升，完善旅游道路、给排水、垃
圾收运等设施设备，实现江宁城镇污
水处理率达100%，城镇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达100%，在全市率先实
现“森林街镇”全覆盖、城镇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达47.3%。

精准营销，塑造江宁全境新品牌
为了更好地塑造特色鲜明的旅游

目的地形象，江宁结合旅游发展的特
点和产品特质，推出“亲农”乡村旅游
品牌，把良好的生态作为加速转型的

“绿色引擎”，精心塑造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区域品牌，以“横
溪西瓜”“湖熟板鸭”等农产品品牌为
支撑，推出“善田江宁”的区域性地标
品牌，形成江宁生态发展和乡村振兴
的亮丽名片。后期还将继续推出旅游
风景道品牌、民宿品牌、酒店品牌等系
列品牌，进一步提升江宁乡村旅游影

响力。积极开发“江宁旅游在线”智慧
旅游大数据平台，为市民和游客提供
虚拟旅游、旅游信息收集与发布、旅游
大数据分析等服务。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江宁区
积极践行“两山”理论，通过科学谋划与
规划先行，保护优先与绿色生产，在生
态惠民与精准营销的基础上，逐渐探索
出以乡村原生态资源为基底的乡村生
态旅游新模式，为实现乡村振兴和旅游
精准扶贫作出突出贡献。目前，江宁区
成功创建成为国家级第一批全域旅游
示范区、国家级第一批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未来，江宁区将继续依托完整的
自然生态系统，坚守生态红线，继续完
善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谱写新时代乡
村振兴的篇章，走稳走实生态旅游和乡
村振兴和谐共赢的发展之路。 尹立杰

统筹谋划，构筑江宁乡村生态新格局

日前，教育部发布《关于中国特
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
拟建单位的公示》，苏州农业职业技
术学院成功入选中国特色高水平高
职学校专业建设计划单位，成为近
200家入选高职院校中为数不多的
农业类院校之一。

一直以来，苏州农职院致力于打
造“江南农耕文化弘扬者、园艺职业教
育开拓者、苏州园林技艺传承者、智慧
农业建设领跑者、国际职业农民培育
和输出探路者”五张名片，并将“江南
农耕文化弘扬者”放在“五张名片”之
首，不断探索文化引领人才培养之路，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以文育人，推动学
院高质量发展。

“优秀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
基，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
精神支持，在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过
程中，必须把传承和发展好农耕文化
摆在重要位置。”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
院党委书记李振陆认为，传承好农耕
文化，就是秉承兴学劝农之心、厚植
爱农崇农情怀、培育强农兴农志向的
具体体现。近年来，苏州农职院积极
探索农耕文化融入“三全育人”的有
效路径，组织开展“农耕文化节”，成
立了乡村振兴研究院、江南农耕文化
研究所，着力研究农耕文化与乡村振
兴，为弘扬、传承和保护农耕文化做出
积极贡献。

今年5月，苏州农职院首届“农耕

文化节”拉开序幕。除了按照传统礼
仪礼敬吴地农业先祖泰伯，还通过“江
南传统稻制食品展”“苏州水乡妇女服
饰展”“农耕诗词大赛”、农耕文化遗产
图片展等系列活动，为学生带来一场
别开生面的主题思政教育。“按照学校
的命题，每个二级学院派出一支队伍，
围绕一首和农业相关的古诗自编自导
自演舞台剧，这让我们对农耕文化的
传承有了新的认识，也增强了我们的
专业认同。”该校园林技术和数字媒体
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张奕韬、赵以恒、毛
子约说。

文化育人，不仅在校园活动中浸
润，还在社会实践中传播。近年来，学
校还鼓励学生将文化传承与志愿服务

相结合，通过在虎丘景区盆景园义务
讲解，每年为数以万计的中外游客传
播苏州园林文化精髓；创作以江南农
耕文化为题材的舞蹈作品，设计了相
关题材的书签、台历、明信片等文创
产品，让农耕文化以更贴近生活的方
式走近学生；通过暑期三下乡活动，
学生们以志愿行动为听障学子传播
农耕文化……一系列实践行动，让农
耕文化教育在青年学子中活起来、火
起来、强起来。

传承和弘扬江南农耕文化，苏州农
职院以更高视野担起更大责任。前不
久，农耕文化遗产与乡村振兴学术论坛
暨“全球农业文化遗产影像保护与传播
平台建设启动”在该院启动，来自全国

农业科研院所、涉农高校的70余名专
家学者，共同探讨新时代农耕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与乡村振兴之路，还见证了该
校乡村振兴研究院、江南农耕文化研究
所揭牌。“我们将利用江南农耕文化研
究所，打造一支由特聘专家顾问组成的
交叉学科研究团队，通过编写《中华农
业文明概论》、开发在线课程，为全国农
耕文化传承教育探路。”学校素质教育
中心副主任叶琦介绍。

传承和弘扬江南农耕文化，苏州
农职院坚持守正创新。学校发展规划
处处长束剑华介绍，苏州农职院的另
一个重大文化项目，占地2500平方
米、总投资预计超过1000万元的“江
南农耕文化展示馆”，目前已经进入规

划设计方案制定阶段，这一集研究、科
普、教育、宣传等功能为一体的展馆，
将重点展示江南地区农业实用技术发
展演变史，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社会
提供强有力的抓手。

“农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离不开
文化的影响和滋养。传承和弘扬农耕
文化，归根结底要落实在学生农业技
术素养的整体提升上，为高质量服务
三农打下坚实基础。”苏州农职院院长
傅兵说。11月11日，苏州农职院迎
来自己的112岁生日，站在新的发展
起点上，百年农校将铿锵再出发，以全
方位、立体化、特色鲜明的文化育人格
局，全面助力国家“双高”院校建设开
启新篇章。 盛 峥 肖 阳

将传承和弘扬农耕文化融入育人全程

苏州农职院：文化引领，赋能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

本报讯 9日下午，2019年青年
梦想计划大学生见习(实习)对接见
面会在南京市艺术金陵文化创意产
业园启幕。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市
人社局、南京市工商联、10所校企合
作艺术院校、23家南京市文化企业
商会会员企业相关人士出席了本次
活动。

23家参会企业助力66名大学生
现场达成青年梦想计划/三创空间的

初步签约意向，在高校、学子、企业之
间架起一座“就业桥梁”。此次对接
见面会是南京市文化企业商会“青
年梦想计划/共创空间”创建以来的
首场落地活动，预计到2024年青年
梦想计划完成560名大学生签约，
协助大学生投资创办25-50家工作
室和12-20家公司，搭建平台集聚
人才智慧资源，助力南京加快创新
名城建设。 （徐雪彬）

青年梦想计划大学生
见习(实习)对接见面会启幕

浩瀚的星空和深邃的苍穹，是亘
古不朽的自然之美。然而，我们该如
何留住美丽星空？11月9日，“首届
中华暗夜星空保护地大会”在盐城野
鹿荡召开。西藏阿里和那曲、山西太
行洪谷、江西上饶葛源，以及江苏盐
城野鹿荡等5家中华暗夜星空保护
地首次相聚，从西部草原到黄海之
滨，所有人都为了一个共同的话题：
开启暗夜，守护星空。

星空下的美丽“夜生活”

9日，记者走进位于大丰的野鹿
荡。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地，与麋鹿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仅一坝之隔。堤
坝上，芦苇花开，广阔的水面，鱼儿追
着慢行船只漾起的水波，不时地跃出
水面，“脚痒”的野生螃蟹从芦苇荡中
爬出来，甚至爬到了路上。苍鹭、白
鹭、灰鹤、野鸭随处可见，最让人欣喜
的是，成群的野生麋鹿或在河中涉
水，或在堤坝上悠闲信步。

“这里的夜晚特别有意思，麋鹿是
昼伏夜出的动物，静谧的夜空下，野生
鹿王经常带着妻儿来遛弯，这是它们
的‘行宫’。即便现在天气转凉，鹿群
依然会趁着夜色来野鹿荡小菜园逛
逛。”跟着在野鹿荡保护地做管理工作
的马连义，记者看到高大的篱笆墙内，
白菜被馋嘴的动物偷食后，剩下一地
残叶，旁边是一串串蹄子印。

野鹿荡3000亩核心体验区没有
光污染，所设的国家自动气象观察台
是仰望星空的好去处，“夏夜银河、冬

季猎户星座清晰可见。”马连义说。
资料记载，综合新中国成立以来70
年数据，野鹿荡区域平均全年可观察
星空达238天。去年5月，野鹿荡建
成中华暗夜星空保护地。这里同时
还是江苏省沿海野草种子基因库，对
485 种野草田野进行调查，适当保
护，采集标本和种子，对其中原生野
大豆、野草莓、水中野菱等濒临灭绝
或正在灭绝的物种划定保护。今年，
野鹿荡星空保护地的提升项目，被盐
城市政府和大丰区政府列入世界自
然遗产地保护和建设规划。

全球2/3城市看不见银河

在许多人的认知中，灯光是城市
的象征。它无限延长了白昼，然而，
城市化进程中这些太过刺眼的灯光，
让原本纯净美好的自然失去了底色。

“人类从未停止过仰望星空，但近
几百年来，过度使用照明而导致光污
染蔓延，破坏了自然的昼夜模式，全球
三分之二的城市已看不到银河和主要
星座，人类共同的星空资源和遗产正
在消失。”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
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肖青坦言，我国
的光污染情况也很严重，从卫星图像
的资料来看，北上广等特大城市的夜
空亮度不亚于纽约、巴黎。上世纪80
年代后出生的城市青少年已看不到真
正的星空，甚至有些国家天文台也无
奈迁址。“星空不仅是深邃的自然之
美，更是一个民族精神形成的品质，几
千年来人类仰望星空的文化，不应该

在我们这一代失去。”
为了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美

丽星空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中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已
在西藏、江苏、江西、山西、浙江、内蒙
古、新疆等地积极推动暗夜星空保护
地的设立、宣传和普及。同时，发布
暗夜星空保护地项目，并与国际组织
开展合作。2007年至今，国际暗夜
协会及其分支机构共在世界范围内
认定了17个暗夜公园，其中10个在
美国。自2014年中国第一个暗夜星
空保护地在西藏阿里建立后，我国目
前已建成5个暗夜星空保护地——
西藏阿里、那曲，江西上饶葛源，山西
太行洪谷，江苏野鹿荡，在高原、海涂
湿地、山区、湖泊等不同区域和不同
环境下，开启了星空保护实践。

“星空已是多年前的记忆。”今年
暑期，大丰外国语学校组织教师来到
野鹿荡进行拓展训练，校长刘坤说，

“仰望苍穹，那星空似乎伸手就能触
摸到。能远离城市喧嚣，审视自己，
对话本心，是一种久违的感受。以
后，我们还会把学生带来体验，让星
空永远留在孩子们的记忆中。”

乡村的星空正在逐渐消失

“当城市游客来到乡村，去感受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意境时，
应该别有一番滋味。在乡村，生态和
发展之间应该保持一种平衡，但人们
没有把星空当作一种自然资源、文化
资源加以利用，而是不经意地破坏了

这种最本真的存在。游客来了，乡村
的夜色也开始像城市那样，渐渐被点
亮，而星空就这样消失了。这种变化
在全国都存在。”职业星空摄影师戴建
峰是“中华暗夜星空保护地·野鹿荡”
建立的促成者之一。2015年，当第一
次看到璀璨的暗夜星空后，他被深深
震撼了，于是，辞去汽车设计的工作，
投身暗夜星空的保护行列。

相比城市亮化，乡村因旅游而“被
点亮”得非常快。在戴建峰看来，控制
光污染并不是不使用照明，而是科学
地使用照明体系，满足正常的生产生
活需要。如在灯上加罩，只对地面照
射，不影响天空，达到保护夜空和生活
需要的平衡。星空看不见，也不只是
灯光的问题，空气质量也是一个重要
的原因，越通透的环境，看到的星星越
闪亮，所以要倡导绿色低碳出行，每个
人都可以成为星空的守护者。

“在北京，向西北方向开车一个
小时可以看到星空，但在上海，车得
开出三四个小时才能看到。长三角
地区是中国灯光污染最严重的地区
之一，野鹿荡暗夜星空保护地的建
设，在长三角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
应。”现场也有专家指出，在经济发达
的西方国家，他们早已意识到灯光带
来的不便，一些国家还联合成立了

“国际黑暗视觉协会”，呼吁把黑色还
给黑夜。只有当各级地方政府对暗夜
保护提高认知，以科普来带动保护时，
美丽中国才会繁星闪烁，夜空灿烂。

本报记者 卞小燕

“首届中华暗夜星空保护地大会”探讨“追星”话题

控制光污染，让我们愉快看星星

本报讯 2019“溱湖八鲜”（上
海）美食推广周暨第三届姜堰百村
优品农产品展示活动，8日在上海
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八鲜过
海 秋味大集”为主题，上海部分酒
店、旅行社及销售企业代表与姜堰
有关企业、部门现场签约。本次姜
堰美食周将持续到11月 14日，将
在锦江饭店推出溱湖特色早餐，并
全方位展示姜堰优质品牌农产品

及加工品。
姜堰近年来围绕绿色稻米、优

质果蔬、生态菌菇、特色水产四大
特色产业，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加
大农业科技创新，先后荣获“国家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全国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全国
农业休闲与观光旅游示范区”等一
大批金字招牌。

（沈小静 顾介铸）

姜堰美食上海推广周开幕

金风送爽，天高云淡。11月 9
日是江苏“最美民间河长”刘申豫定
期巡河的日子，记者随着一群“红马
甲”来到无锡“母亲河”梁溪河畔，跟
着河长刘申豫去巡河。

金秋的梁溪河，水波荡漾，垂柳
依依。刘申豫和6名志愿者穿上红
色马甲，拎着各色工具，前往河道巡
查。“今天巡河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水
质监测。”刘申豫边说边紧盯着河
面。仔细观察了一会儿，他蹲下身
子，把一个量杯伸进水里，舀了大半
杯水样，经过简单处理后加入不同
颜色的检测试剂，一旁的志愿者按
下手机计时器。试剂在水中慢慢溶
解，刘申豫一言不发，待计时声响起，
他才轻轻舒了口气，笑着回头告诉记
者:“氨氮0.1、pH6.5，数值正常，水
质不错。”

梁溪河，是无锡最古老的自然河
流，沟通城区水系、京杭大运河、蠡湖
和太湖，其水质好坏影响着大半个无
锡。去年开始，在无锡滨湖区荣巷街

道的支持下，刘申豫与航空工业607
研究所、无锡市欢乐义工环保协会共
同发起“梁溪河公众河长”活动，聚拢
了一批学有专长热心公益的年轻人
巡河护河。志愿者们每两周开展一
次巡河活动，从水质感官辨识、河道
环境描述、水质检测3个方面判断梁
溪河健康状况，为政府部门治河治水
提供科学依据。

6 公里长的河段，有 5 个测量
点，全部检测完成需要三四个小
时。等待结果的间歇，刘申豫和志
愿者们可没有闲着。在河岸边草丛
里发现废弃的塑料袋，有人捡起来
扔到垃圾桶；看到居民在河边洗衣
服、洗鞋，志愿者们立刻上前劝导。
要是遇到有人往河里扔垃圾，刘申
豫就会一个箭步冲上前，用随身的
工具把垃圾捞上来，让扔垃圾的人
十分不好意思。

跟着刘申豫巡河，一路走来经过
了好几座桥。“我觉得自己就是民众
与政府之间的一座桥——我们向政
府部门反馈老百姓的诉求，也把生态
环保的理念传递出去，让更多人投入
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共同保护身边
的绿水青山。”刘申豫说。
本报记者 马 薇 见习记者 房雅雯

跟着河长去巡河

10日，首届“太仓杯”中德
高端制造工匠技能挑战赛开
赛，来自中德两国的123支队
伍、246名选手参加比赛，就切
削机械工、工业机械工、模具机
械工、机电一体化和工业机器
人5个项目展开角逐。

姚建平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