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抚今追昔，党在各个时

期所走的每一步无不闪烁着耀眼光辉。

100年历史沧桑、风波激荡；100年英雄辈出、情谊深长。

由共青团海安市委员会、海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墨林信步”海安市第二届青年书

法家提名展，共展出海安市青年书法家协会13位青年书法家

书法作品56幅，涵盖了篆、隶、楷、行、草等书法艺术门类。这

些作品有思想深度、艺术高度、情感温度，多视角、多方位展现

了海安青年书法爱好者的精神风貌，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人民群众攻坚克难取得的辉煌成就。

山河无恙，未来可期。全市青年书法工作者将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回应时代召唤，积极投身主

题创作，为海安文艺精品创作高地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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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

位，时时刻刻关心群众的生

活，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

之所急，为老百姓多办实

事。”这是曲塘镇新一届村

居“两委”班子成员的共同

心声。

说得好，不如干得好，

上马即奔跑。换届选举结

束后，曲塘镇各村居新一届

“两委”班子成员带着百姓

的信任，扛起时代的重任，

挥实干之笔，蹄疾步稳，扎

实办好民生实事，用自己的

辛苦指数换来老百姓的幸

福指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曲塘镇新一届村居“两委”班子成员

始终把困难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

情当好百姓的贴心人。群贤村新一届“两

委”班子成员上任后，走访了 95户建档立

卡户，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和实际需求，

倾心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经常组织社区

卫生所医生，走进困难群众家中，帮他们

量血压、测血糖，为他们的健康保驾护

航。

崔母村低保户周长法居住的房屋由

于电线老化，经常出现漏电等不安全现

象，他们这些上年纪的人又不会修，也不

敢修。村党总支书记孙如江知道后，立即

安排人员更换了老化的线路。

如今，曲塘镇各村居新一届两委班子

成员个个激情满怀，用“铁脚板”丈量为民

初心，践行为民承诺。

关注贫困群众
用心用情当好贴心人

花庄村由原双新、花庄、新街 3个
老集镇村合并而成，紧靠曲塘菜市

场、曲塘小学，村内企业多、店铺多，

辖区内的复兴路、花渠路和联抗东路

是连接其他村镇的交通要道，车流量

大，特别是上下班及农忙时，会车非

常困难。村两委班子广泛听取民情

民意，并在征求党委政府意见后，对

该村 3 条“四好农村路”进行提档升

级。路面在原本基础上拓宽了 1.5
米，并在十字路口安装了摄像头和减

速带。

“现在路宽了，不但解决了会车难

的问题，让出行安全有保障，更带动了

村里的产业发展，让百姓的农产品运得

出去、口袋鼓了起来。”花庄村种植大户

韩老板笑着说。

修好“四好农村路”
拓宽百姓“致富路”

加快村集镇区的改造，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所需，更是顾

庄村广大村民所盼。顾庄村新一届“两委”

班子成员一上任，就通过上门入户走访、召

开专题研讨会等方式，征求党员群众对集镇

区改造的意见和建议，迅速拿出改造工程方

案，并将此项工程列为书记项目推进实施。

通过“支部领头、党员带头、群众参与”

的模式，将顾庄集镇道路沿线绿化、亮化、美

化大整治大提升行动做细做实。增设曲雅路

红绿灯1处，建设文体活动小广场1个、游乐

场1个；绿化带实现全覆盖；对村主干道两边

裸墙进行彩绘，打造具有新时代特色的文化

艺术长廊。通过安装路灯，实施亮化工程，

扮靓集镇夜景；增设绿化带，实施绿化增补

工程，扮靓集镇风景；打造“特色文化墙”，实

施美化工程，扮靓集镇美景，增进民生福祉。

推进乡村建设
扮靓集镇“三景”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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贲巷村开展法治宣传
本报讯（通讯员 韩世贞 记者 卢洋） 近

日，大公镇贲巷村平安法治志愿者开展了“维护

国家安全，筑牢人民防线”的平安法治志愿活动。

志愿者向村民讲解了国家安全包含的11个领域，

呼吁广大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要维护国家安全。

大公镇老科协赴南莫交流学习
本报讯（通讯员 赵武前 严德本）近日，大公

镇老科协理事等一行到南莫镇老科协进行交流、

实地调研。大家参观了南莫镇老科协办公场所、

老科协会员之家和老科协举办的庆祝建党100周
年书画展，阅看了老科协宣传廊和活动台账档案。

市场监管局高新区分局

开展早教机构安全检查
本报讯（通讯员 杨静）近日，市场监管局高

新区分局对辖区15家早教培训机构（托儿所）再次

进行了食品安全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督促培训机构负责人立即整改。执法人员还对早

教培训机构周边的食品经营单位进行了督查。

南通春雨物业管理集团公司、南通春雨保安服务公司、

南通春雨人力资源公司因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招收，50
岁以内，男女不限，初中以上文化，身体健康，相貌端正，政

治品质好的合同制保安员、物管从业、企业员工，待遇面议。

公司地址：海安市长江东路 17 号（海安市人社局对

面），联系电话：15371929088，17368650555。

招
聘

海安恒正骨科医院
诊疗科目：骨科、内科、外科、妇科、康复医

学科、中医科、康复科、重症医学科、急诊科、麻

醉科、检验科、放射科等

地址：海安市城东镇高庄路98号
联系电话：81805219 81805281

海安市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系市属国有企业、省二级保安服务公司、江苏省保安协会理事单

位、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单位，公司下设海安市海陵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海安市海保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海安海保智能安防工程有限公司、海安市风和商贸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门卫守护、武装押运、技术防范、汽车检测、劳务派遣、金库托管、现金清分等业务。

因业务部人防大队发展需要，面向社会常年招收：守护、监控、秩序、银行保安员（含女）。

地址：江海东路12号 详询：18962788608

招
聘

曲塘镇新一届村居“两委”班子

挥实干之笔 绘为民画卷
■ 记者 徐蓓 通讯员 吉功明

点亮“星”空 你我同行
■ 通讯员 陈丽丽 王艳 记者 顾爱东

有这样一群孩子，不聋，却对声响不闻不

问；不盲，却对周围视而不见；不哑，却不知如

何开口说话与人交流。他们有一个如诗般的

名字——“星星的孩子”，也就是自闭症患儿。

近日，由立发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以及立

发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教育服务平台主办，市特殊教育学校、立发街

道党群工作局等承办的“守护星星的孩子”大

型公益活动举行。

活动在市特殊教育学校师生代表表演的原

创手语歌曲《星宝贝》中拉开帷幕。随后，学校正

式聘请刘宏燕为“校外辅导员”。刘宏燕向市特

殊教育学校授予了“海安市鸿雁志愿服务大队特

殊教育学校分队”旗帜，同时，立发街道与市特

殊教育学校结成“新时代文明实践联盟单位”。

小心愿，大希望。活动前，立发街道党工

委策划开展了“圆梦微心愿”认领活动，向全市

各界爱心人士发出倡议，共同认领教师及学生

的“微心愿”，帮助他们实现小小的心愿，共筑

温暖中国梦。一本图书、一个书包、一盒水彩

笔、一个篮球……一个个看似微小的心愿都是

特殊学生的愿望。活动中，爱心志愿者们将点

亮微心愿行动汇成爱的暖流，6名学生的“微心

愿”得到了实现。

有爱相伴，星空更蓝。爱心志愿者们不仅

为自闭症儿童捐赠了书籍，还陪伴孩子们玩了

游戏，现场气氛热闹非凡。

踊跃献血传递爱
满满真情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 梅玲）近日，市融媒体中心、市

场监管局以及海安盐海村镇银行组织职工积极献血。

一大早，记者在南通中心血站海安采血点看到，

前来参加献血的职工纷纷填表登记，撸起袖子采样

检测，每个环节在医护人员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

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记者了解到，很多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无偿

献血。市机关部门工作人员许宁海告诉记者，他献

血已经有10多年了，这次又过来献了400毫升。

市机关部门工作人员顾爱东表示：“如果我的血

液能帮助到他人，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以后有机

会，我一定还会继续献血。”

截至当天上午 11点，共有近 90人参与献血，献

血量近3万毫升。市人民医院输血科工作人员提醒

广大献血者，要保证充分的睡眠，不能空腹，女性要

避开经期的前后三天 。

记者了解到，近期还有不少单位积极预约献血，

目前已有4家机关单位、14家金融单位和2所学校与

海安采血点预约，组织职工参与义务献血。

小伙捡拾红隼
上交派出所“求保护”

■ 记者 许小建

近日，市民田静明在路边捡拾到一只奇怪

的鸟，因为怀疑是保护动物，便将其送到曲塘

派出所。

“看它只能在地上扑腾，飞不起来，估计是

受伤了。”田静明告诉民警，当天中午，自己在

路边偶然看到了这只大鸟，上网查了查，发现

可能是国家保护动物，担心耽搁下去，鸟儿会

有生命危险，小田午饭都没顾上吃，便用纸盒

将鸟装起来送到了派出所，寻求民警的帮助。

市公安局曲塘派出所治安中队中队长王

巍辨认比对后，发现这只鸟儿的体长、翅形、羽

毛颜色、嘴型以及爪形等符合小型猛禽红隼的

基本特征，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民警对田

静明热心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予以肯定。

“鹰嘴利爪的鸟类至少是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市民切不可捕猎杀害。”王巍介绍，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非法猎捕、杀害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

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的，都将会触犯法律。情节由轻到重，可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以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遇有受伤

失去自主行动能力的国家保护动物，寻求相关

部门的保护，不仅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也是积

极主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最佳选择。

多举措推进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韦荣奎 陈惠林 记者 蔡诚）

近日，白甸镇召开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推进会，对

当前和下一步疫苗接种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做好疫苗接种

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围绕总体目标任务，做好全

面排查、宣传引导工作，确保全镇疫苗接种工作高效

快速推进。各村、各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带头接

种，形成“领导干部带头接、党员干部主动接、企业职

工有序接”的局面。要加强宣传引导，大力开展科普

宣教工作，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多角度进行宣

传，提高群众的知晓率。

目前，白甸镇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正在有序

推进中。

又讯（通讯员 马锋）近日，滨海新区滩河村组

织经过前期调查，组织符合接种条件的39名建档立

卡户，采取车接车送的形式前往滨海新区卫生院，完

成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韦荣奎 张静 记者

蔡诚）近日，白甸镇环境办会同集镇村，重

点围绕户外广告牌、流动摊点等进行了突

击整治。工作人员走进镇区、商铺进行检

查，发现流动摊点主动劝导，让其到规定地

点经营，发现户外广告牌劝其移至室内摆

放，不得超出规定摆放范围，并对路边张贴

的违规小广告进行了整治。

又讯（记者 徐蓓 通讯员 孙晓凯 吉

功明）近日，曲塘镇花庄村组织保洁员和

村干部对曲雅河河坡开展了一次白色垃圾

清理活动。同时，对沿河居民的污水排放

情况进行再次摸排，对已经接入污水管网

的要求做到雨污分离，对还没有接入污水

管网的安排专人落实到位。

又讯（通讯员 于春燕）近日，大公镇

古贲村两委组织人员对全村河道河坡进行

“拉网式”清理，对辖区内河道污染源再次进

行排查。同时，加强对养殖户周边环境的管

理，确保河清岸绿，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又讯（通讯员 梅宇 记者 卢洋）今

年以来，立发街道五坝村通过河道轮疏、岸

线清理等多种方式，着力打造水清岸绿、一

步一景的河道新景观，为美丽乡村建设增

添色彩。通过村级河长与二级河长齐抓共

管，治水合力逐步形成。

又讯（通讯员 常俊）今年以来，曲塘

镇继续围绕“以老通扬河为界，着力打造北

片‘人居环境+项目建设’区域功能、南片

‘人居环境+现代农业’精品内涵的曲塘人

居环境”总体规划，高标准、高质量、高要求

启动新一轮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又讯（通讯员 陆宝虎 尤学崇） 近

日，雅周镇鸭湾村组织保洁员及志愿者分

区域对全村农户家前屋后乱堆乱放及渠道

乱堆乱放进行了彻底整治。该村利用清明

小长假，通过广播动员全体村民主动配合

和参与，共同营造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

又讯（通讯员 王玉军 周时光） 近

日，大公镇从统一思想，增强垃圾分类意

识；强化宣传，铺开垃圾分类活动；循序渐

进，推进垃圾分类处置；资金支持，确保垃

圾分类开展；科学管理，巩固垃圾分类成果

五个方面逐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形成人

人关心和人人参与农村垃圾分类的意识。

又讯（通讯员 田江 周磊）近日，南

莫镇兴南村开展“垃圾分类宣传进农家”活

动，向村民们讲解垃圾分类的正确做法、分

类处理后的好处等。该村对保洁员进行垃

圾分类培训，保洁员指导村民进行垃圾分

类，营造了全员参与、全民动手进行垃圾分

类处理的氛围。

又讯（通讯员 陆从平 王志凯）连日

来，雅周镇王垛村利用清明小长假，广泛发

动党员、村民，组织志愿者、保洁员，对农四

路两侧绿化带内高秆作物进行了清理；对

村民庭院内外以及主干路道、渠道沿线的

杂物、垃圾进行了清理整治。

又讯（通讯员 周强 刘志军） 连日

来，墩头镇墩西村开展大扫除行动，保洁员对

辖区内生活垃圾进行了清理。党员干部、志

愿者收捡散落垃圾，在他们的带动下，村民

们自觉行动起来，主动清洁庭院，处理积存

垃圾，打造了干净整洁的生产、生活环境。

又讯（通讯员 张李东 周时光） 近

日，大公镇王院村推进农村环境整治长效

管理，在常态化治理的同时着重查漏补缺，

完善硬件设施，环境整治劲头不减。针对

日常巡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及时整

改。同时，对轻微破损的垃圾箱以及残缺

的标识标牌、标语等进行修缮与更换。

又讯（通讯员 常俊）近日，曲塘镇郭

楼村组织保洁员到建档立卡户家中帮助他

们打扫、整理庭院以及家前屋后的环境卫

生，改善生活质量。在打扫期间，保洁员们

还积极地向其他村民宣传在日常生活中保

持干净整洁的环境卫生的好处。

又讯（通讯员 练肖勇）连日来，孙庄

街道谢庄村积极打造网格化管理模式，扎

实开展河长制工作。对发现的问题立即交

给保洁人员，限时清理到位。今年以来，谢

庄村“河长们”共巡河40次，发现问题30余
处，清理河坡、河面垃圾 20余吨，河道保护

取得良好效果。

环境整治加力度 乡村处处展新颜

遗失声明
丁 晓 兰 遗 失 残 疾 证 ，证 号 ：

32062119720305052862，声明作废。

郜 兴 芹 遗 失 残 疾 证 ，证 号 ：

32062119691231574X24，声明作废。

田 宝 美 遗 失 残 疾 证 ，证 号 ：

32062119421215262931，声明作废。

吉 爱 华 遗 失 残 疾 证 ，证 号 ：

32062119760513832X62，声明作废。

徐 小 明 遗 失 残 疾 证 ，证 号 ：

32062119851206815253，声明作废。

杨 立 秀 遗 失 残 疾 证 ，证 号 ：

32062119701027372544，声明作废。

钱 松 玲 遗 失 残 疾 证 ，证 号 ：

32062119950809792462，声明作废。

近年来，南莫镇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党员创业示范点等形式，将秸秆加工

成草绳，形成草绳加工、收储、销售完整产业链，生产加工的草绳销往上海、浙江、安徽等

地，既解决秸秆露天焚烧、乱堆乱放难题，又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图为位于南莫镇的

海安澄鑫草制品专业合作社内，村民在搬运草绳。 向中林 薛钧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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