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答案

脑筋急转弯
1.森林里没有人
2.移
3.在做“过家家游戏”时
4.细菌的儿子
5.理发师，帮别人刮胡子
6.2月
7.薪水
8.星星会闪
9.因为蚕会结茧（节俭）
10.灰的，红的已经熟了

猜成语
1.左右开弓
2.五音不全
3.待字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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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森林里有一条眼镜蛇，可是它
从来不咬人，这是为什么呢？

2.请问木字多一撇是什么字？
3.为什么小明4岁就当了“爸爸”？
4.请问什么东西比细菌还小？
5.老王每天都要刮四五十次胡

子，可他脸上还有胡子，为什么？
6.王老太太整天喋喋不休，可她

有一个月说话最少，是哪一个月？
7.什么水不能喝？
8.为什么飞机飞再高都不会撞到

星星呢？
9.为什么说蚕宝宝很有钱？
10.一只体长 20 厘米的灰螃蟹和

一只体长 30 厘米的红螃蟹赛跑，哪只
螃蟹会赢？

脑筋急转弯

朋友们，转眼间，距离“五
一”还有不到半个月了。

难得的 5 天假期，真的很想
出去撒撒野，透透气；那么问题
来了，去什么地方旅行，安全、
美丽又舒心？

还没计划好？别担心！小
编帮你找到了超适合“五一”的
中长途旅行路线，快来一起看
看你最pick 哪条？

江苏·溧阳
最 高

光目的地：
天目湖，南
山竹海

推 荐
游玩时间：
2天1夜

推 荐
理由：常州
溧阳，处在
苏、浙、皖
三 地 交 界

处，是一个不用出远门就能抵
达的世外桃源。来这你可以去
天目湖借山而居，夜观星空；去
南山竹海坐有轨电车，穿越山
林，再在 3.5 万亩林海中泡个温
泉；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和当地
人一起去挖春笋。

浙江·千岛湖

最高光目的地：千岛湖、周
边的金峰乡百照村、梅峰岛

推荐游玩时间：2天1夜
推荐理由：这里可选的民

宿、度假酒店也很多，甚至还有
帐篷营地，对想投入大自然怀
抱的人来说，是个“逃离城市”
的绝佳度假地。

安徽·皖南川藏线

最高光目的地：青龙湾、桃
岭公路

推荐游玩时间：1天
推荐理由：去不了远方的日

子 里 ，不 如 多 看 看 近 处 的 风
景。不必去川藏，在皖南就有
条“318”，自驾爱好者能感受到

“高路入云端”的惊险和刺激！

青甘大环线
最 高

光目的地：
东 台 吉 乃
尔湖、翡翠
湖、天使之
眼艾肯泉。

推 荐
游玩时间：
5天4夜

推 荐
理由：青甘
线是大西北最值得走的一条旅
游线路，

它涵盖全世界除了海洋以外
的所有地形地貌。从戈壁到草
原，从湖泊到大漠，神泉、古城、飞
天、壁画，每天都有不一样的风
景，绝对是一场震撼的视觉盛宴。

贵州

最高光目的地：荔波小七孔
景区、西江千户苗寨、黄果树瀑布。

推荐游玩时间：5天4夜

推荐理由：贵州这个省份一
直是个神奇的存在，这里原始、
古朴的美景，一次又一次地惊
艳了世人。

这里有着亚洲最大的瀑布——
黄果树瀑布，磅礴的瀑布倾泻而
下，水花飞溅，雾气在山间弥漫。

这里有着“地球腰带”上的
绿宝石——荔波小七孔，喀斯特
地貌罕见的水上森林地带，涉
水而行，梦间其中。

这里有着保存“苗族原始生
态”文化最为完整的地方——西
江千户苗寨，是欣赏、研究苗族
传统文化的不二之选。

福建·霞浦

最高光目的地：北岐滩涂、
杨家溪、金沙江S湾

推荐游玩时间：4天3夜
推荐理由：五月的霞浦，正

是海上作业繁忙的时节，海岸
线上的滩涂景观和渔村民俗，
随便拍都很美。

这里有着中国最美的海岸
线，柔和而又曲折的弧度，让人
只想一路前行，沿着海的方向
寻觅海天一色的风景。

这里被誉为“世界最美的滩
涂”，一步一景都美得让人移不
开眼睛。

这里是摄影师的天堂，摄影
师趋之若鹜的地方，绝美的日
出日落，温柔地打在滩涂上让
人沉醉。

春末夏初的五月，正是气候
宜人、适合出行的好时机，带上
家人或朋友，在这个清风和畅的
日子里奖励自己一次旅行吧！

（综合自网络）

哈哈大笑

▶5岁的儿子对妈妈说：“今天
有人表扬你了。”

妈妈激动地问：“谁？怎么表扬
我的？”

儿子说：“我们同学看见你之后
跟我说‘你奶奶真年轻！’”

▶我带女儿出来玩，她总是要
我买这个、买那个，我都没有买，这
成了习惯可不好，我就和她说，你要

听爸妈的话，爸妈说的都是有理的。
她回答了一句：“那你妈妈叫你

买东西给我吃的，你怎么就不听。”
▶因成绩不好又被妈妈骂笨鸟，

孩子不服气地说：“世上笨鸟有三种，
一种是先飞的，一种是嫌累不飞的。”

当妈的赶紧问：“那第三种呢？”
孩子说：“这种最讨厌，自己飞不起

來，就在窝里下个蛋，要下一代使劲飞！”

▶“你真的要和我分手吗？”
“对。”
“那我们的风花雪月、山盟海誓

算什么？”
“算成语吧！”
▶医生：“别紧张，刘辉，这只是

一次小手术而已。”
病人：“嗯？我不叫刘辉啊，医生！”
医生：“我知道，我叫刘辉！”

猜成语

““五一五一””去哪玩儿去哪玩儿
看完这一篇再决定看完这一篇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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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4 月 15 日，省科学传播中心、省科普作协、百名科普传
播专家进百校暨快乐科学号开进二实小淮海校区，通过各
种神秘而有趣的实验，引发孩子们对科学的浓厚兴趣。图
为学生参加电学实验。 姜淮 摄

张甸：乡村振兴唱响春天里的“富民曲”
本报记者 吕阳 实习生 刘欣玥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日前，记者在张甸镇严塘
村丰景公司水生花卉基地看
到，员工忙着清除水生花卉试
验田的杂草，为水生花卉苗的
移栽做好准备。

水生花卉是泰州市张甸
丰景河湖治理工程有限公司
去年 10 月刚刚涉及的业务，首
批试验 5 亩，育有美人蕉、紫娇
花等十几种水生花卉，主要用
于河塘绿化、生态浮岛装饰。
经过近半年时间的精心呵护，
30 万株花苗长势喜人，预计销
售利润达20万元。

张甸镇镇内河道沟塘资
源丰富，过去由于管护力量不
足，河道河床淤积、水草遍布、
垃圾遍坡，脏河臭沟成为“美
丽河湖、幸福生活”的“负资
产”。张甸镇通过合办成立丰
景河湖治理工程有限公司，浚
淤淘金，推动“负忧资产”转为

“富有资产”，走出一条“以河
养村、河里淘金”的乡村振兴
之路。在张甸镇党委政府统
筹下，三野、甸桥、高单庄等 11

个经济薄弱村抱团入股，成为
丰景公司股东。同时公司吸
纳 11 个股东村的低收入农户，
让他们参与河道日常管护。

泰州市张甸丰景河湖治理
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富军说，
丰景公司成立了 10 个管护小
组，每个小组有 1 条保洁船，每
条船配1名党员和2名建档立卡
低收入村民，通过保洁给他们带
来经济收入巩固脱贫成果。

目前，丰景公司 10 个河道
管护小组 42 名河道管护队员
全员上岗，每日巡查 119.09 公
里区镇村河道，常态管护岸坡
水面，实现了镇村河道管护全
覆盖、群众投诉下降 80%、镇村
河道管护综合排名跃升全区
前列。

“活水方能长流，河美也
能 生 财 ”。 在 丰 景 公 司 带 动

下，11 个经济薄弱村拧成一股
绳，积极参与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在改善村庄环境的同时增
加了村集体收入。经过 1 年时
间的摸索，丰景公司涉及河道
清淤管护、基建土方承包、食
草鱼苗生态放养、水生花卉和
蔬菜种植等领域，2020 年产值
达 348 万元，实现利润 90 多万
元；11 个股东村平均获益 8 万
元，最高达 16 万元；定向扶持
低收入农户或边缘户 60 户左
右，帮助每户每年增加稳定收
入2000 元以上。

张富军说，公司收益取之
于河、用之于民，产生的利润
全部返还给股东村,力争 5 年
内公司年产值达 1000 万元，到
2025 年净收益可超 200 万元，
每个经济薄弱村每年至少可
获25万元的稳定收益。

本报讯（特约记者 丁倩）连日来，顾高镇
积极探索创新党史学习形式，不断增强学习教
育的针对性、实效性。

该镇以“党史理论学习”为载体，线下坚持
“大课堂+小课堂”形式，以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
为龙头，结合主题党日与“三会一课”“顾高大讲
堂”“红色课堂”“板凳故事会”等形式，组织开展
学习、交流心得；线上利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开展学习，通过微信、抖音等媒体转播党史学习
教育小知识。

在以“生”动课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铭记党
的使命的同时，该镇还以“讲好红色故事”为载
体，传承红色基因。克强学校是我区唯一以
烈士英名命名的学校，该镇不断掀起红色故
事演讲热潮，引导青少年学生争做“红色故事传
承人”。

顾高镇：“生”动课堂铭记党的使命

本报讯（特约记者 翟小勉）“镇上推出了
党史学习教育‘掌上微课堂’，指尖点点‘分分钟’
就能听故事、学党史，最适合我们这些年纪大、
视力不好的老党员了。”连日来，大伦镇不少老
党员欣喜地说。

为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让党的声音走
进千家万户、“声”入人心，大伦镇成立党史学习
社，由“蒲公英”宣讲团讲述百年党史中发生的
重大事件或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事迹，定期推出

《红色故事微讲堂》《党史学习教育掌上微课
堂》，打破以往学习党史的传统“读本”方式，通
过 H5 短视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线学、听声
学，重温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传承红色基
因，切实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 周年。

大伦镇：“声”入人心传承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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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奔小康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本报讯（特约记者 孟俊敏 通讯员 陈
立俊 金小燕）4 月 16 日，区水利局组织系统党
员干部走进泰兴杨根思烈士陵园，开展“弘扬

‘三个不相信’精神 建树水利铁军形象”红色
教育活动。

在杨根思烈士陵园，大家满怀敬仰之情，向
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特等功臣杨根思烈
士敬献花篮、鞠躬默哀，随后重温了入党誓词。

在杨根思纪念馆，大家聆听《高地雄魂杨根
思——三个不相信精神的内涵和弘扬》的微党
课，不禁被英雄敢为人先、战天斗地、坚定执著、
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情怀所感染和触动，表示一
定要认真学习领悟“三个不相信”精神，在善思笃
行、知行合一中不忘先烈遗志，把爱国主义精神
转化为兴水惠民的巨大热情，砥砺红色初心。

区水利局：“身”体力行不忘先烈遗志

方针与政法各单位
主要负责人谈心谈话
（上接 1版）不断增强干警自
我革命的勇气，打牢查纠整改
的思想基础；注重学用相长，
坚持把学习教育与区委区政
府中心工作、服务发展保障民
生有机结合，使政法干警专业
素养和工作能力适应工作需
要、跟上时代节拍。

要以更实的举措抓查纠
整改，坚决打好“攻坚战”。充
分认识查纠整改的艰巨性、复
杂性、紧迫性，进一步对标对
表上级要求、用好用活方式方
法，切实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
过、问责不到位不放过、整改
不彻底不放过，确保查纠整改
高质高效。推动线索全面起
底，紧扣“宽严相济”这一核心
政策，用好“谈心谈话”这一重
要法宝，既突出“自查从宽”，
也突出“被查从严”；推动问题
全面整改，聚焦“六大顽瘴痼
疾”，坚决从自身做起、从部门
抓 起 ，力 争 害 群 之 马 全 面 清
除、顽瘴痼疾全面整治；推动
制 度 全 面 健 全 ，坚 持 系 统 思
维，注重建章立制，有针对性
地完善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创
新管理监督方式方法。

要以更强的担当抓深化
转化，全力答好“必答题”。把
教育整顿与政法工作主责主
业结合起来，与“再进一位”目
标要求结合起来，真正把教育
整顿工作成效转化为政法工

作实效。把成效体现到优化
营商环境上来，持续深化“金
盾护航”行动，涉企执法要有
力 有 效 ，为 企 服 务 要 精 细 精
准，聚力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
环境；把成效体现到维护稳定
大局上来，严格落实风险防控

“四项机制”，实现对重大风险
隐患的全过程监督、全方位管
理、全天候防控，确保社会大
局和谐稳定；把成效体现到打
造特色品牌上来，紧盯市域社
会治理、矛盾纠纷化解、执法
司法监督等重点领域，有力有

序推进“政法惠民十件实事”，
努力打造一批“全国有影响、
全省有位次、全市争一流”的
政法工作品牌，不断谱写我区
政法工作争先领先新篇章。

区领导盛育河、孙峰及区
法院、检察院、司法局主要负
责人参加谈心谈话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