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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镇老中青三代接力讲述红色故事，平均每月开展大小宣讲 30 余
场——

开启党史学习
“红色盛宴”
通讯员 朱茜
在合作镇，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站在
田间地头，走进红色文化纪念地，深入各
级党组织，用实际行动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他们就是合作镇宣讲队成员。
“ 永 怀 党 恩 跟 党 走 ，继 承 传 统 跟 党
走”，在合作镇提到老党员朱永继，大家都
会竖起大拇指。作为卫生院的一名退休干
部，他一直追寻着其烈士父亲的足迹，立
志永远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72 岁的朱永
继，收集党史资料已有 40 多年，并创办我
市首个“家庭党史室”。为让更多的党员群
众了解党史，他自费制作党史宣传展板，
精心准备讲稿，奔赴全市多个镇村、学校
开展党史宣讲活动，累计外出宣讲 800 多
场次。
“作为一名百姓名嘴，我热爱这份工

作，我想把党的历史送到家家户户。”朱永
继以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
党员对党忠诚、无私奉献的政治本色。
火红的七月，合作镇铁强公园迎来了
又一批参观人员，青年宣讲员王梦璐正在
为参观人员进行讲解。
“陆铁强是启海地区
第一个党支部书记，带领着启海人民开展
了轰轰烈烈的沙家仓农民运动。
”
作为一名
外地人，王梦璐甚至比本地人还熟悉启东
的红色历史。
因为是业余兼职宣讲员，
为给
前来参观的人员提供更好的观感，王梦璐
主动录制讲解音频，同时将讲解稿和宣讲
技巧分享给其他宣讲员。
“ 我喜欢研究历
史，
每次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
我都会有新
的感触，
对于先烈的英勇事迹愈发敬佩，
因
而也更加坚定了我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
决心。”就在今年 6 月，经党支部大会讨论

通过，
王梦璐已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
“臣义村是由我们本村的革命烈士张
献臣的‘臣’和张思义的‘义’两个字命名
而来的……”小小宣讲员张阳正在为前来
臣义村村史馆参观学习的群众讲解臣义
村的村史。张阳同学已然在臣义村小有名
气，多才多艺的她经常参与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组织的各类文化活动。偶然在参与
一次村史馆参观活动时，听村里老党员陈
云鹏讲述臣义的红色文化故事时，她便被
深深地吸引了，原来自己生活在这样一片
红色沃土上，看着一件件陌生而又新
奇的老物件，她感慨万千，
“这让我对
臣义村的村史和红色文化故事产生
了浓厚兴趣，我希望通过担任‘小小
红色宣讲员’来增加对历史知识的学
习，进而向更多人宣传臣义的红色文

化。”张阳成了臣义村村史馆的小小宣讲
员，除讲好臣义村的故事，她还利用课余
时间阅读相关历史书籍，增加知识储备，
以便能与前来参观的群众积极互动，她的
精彩宣讲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据悉，
目前，
合作镇共培育 3 支宣讲队
伍，
分别是以
“五老”
为主的
“合声熙语”
宣讲
队，
以青年党员为主的
“星火”
宣讲队，
以青
少年为主的
“红色小小宣讲团”
，
这些队伍定
期组织开展主题巡回宣讲，
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
平均每月开展大小宣讲 30 余场。

我市开展化工企业整治
提升“攻坚有我”行动

紧盯时间节点
实施挂图作战
本报讯 日前，我市举行化工企业整治提升
“攻坚有我”行动启动仪式。当日，生命健康产业园
化工企业整治提升“攻坚有我”行动临时党支部揭
牌，现场工作组宣读了《化工企业整治提升“攻坚
有我”
行动承诺书》。
遵循“以我为主、责任到人、比学赶超、协同发
力”的原则，我市组建现场工作组，辅以审计审核、
拆迁复绿等综合协调小组，做到责任明晰、任务明
晰、节点明晰。咬定停工停产、设备拆除和考核验
收三个时间节点，建立完善日通报、周例会与不定
期联席会商制度，挂图作战，倒排时序，对整治工
作“亮进度、看不足、晒问题”。截至上半年，生命健
康产业园园区内 51 家化工企业整治提升行动全部
完成化工设备停产，实现既定工作目标。
下阶段，园区将通过开展化工企业整治提升
“攻坚有我”集中行动，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攻坚
重点任务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梳理排出化工企业
整治提升“三断五清”的攻坚任务，组织开展攻坚
行动，持之以恒优化生态环境，确保年底我市全面
完成化工企业“三断五清”目标任务，通过上级验
收。
（通讯员 杨柳）

合作派出所筑牢疫情防护网

我市第二轮河道地笼网
簖集中清理行动启动

本报讯 连日来，合作派出所民警冒着
高温深入辖区旅馆、寄递点等行业场所开展
疫情防控工作检查，宣传疫情防控知识。要
求这些场所的业主在接待客人时一定要测
量体温、查验健康码和行程码，将各项疫情
防控落实到位。
（鲁春辉）

狠刹回潮现象
确保河道畅流

王鲍镇组织镇村安全员培训
本报讯 日前，王鲍镇召开镇村安全员
培训会。会上，镇安全监督管理人员向与会
者讲解了如何监管小微企业安全生产、违法
违规“小化工”、小微企业进行风险报告等知
识，要求各村务必对本辖小微企业落实安全
生产监管责任，推动小微企业安全生产形势
稳中向好、持续向好。
（李建涛）

阳光花苑拆违控违持续推进
本报讯 近日，有居民反映阳光花苑社
区有住户在公共区域违法修建水池，得知这
一情况后，社区网格员及时赶到现场，宣传
控违政策，业主自行拆除违建。下阶段，社区
将进一步加大控违拆违宣传力度，最大限度
地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发挥多渠道监督
作用，
将违建消灭在萌芽状态。
（黄晓香）

安置房建设
提速推进

8 月 3 日，
东疆雅苑一期安置房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
机器轰鸣，
施工人员正在基
坑内进行钢筋绑扎和混凝土浇筑。该项目位于市区和平路西侧、世纪大道北侧，总用地
面积 10.2 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 29 万平方米。
规划建设 13 栋地下 2 层地上 17~21 层高
层（一期）、
8 栋多层（二期）及地下一层汽车库，
配备机动车停车位约 2030 个，
可安置拆迁
户 1998 户。
计划年内一期完成至结构 7~13 层。
融媒体记者 潘杨摄

御河湾征兵工作扎实开展

城市一品社区暑期“文化大餐”缤纷多彩

本报讯 日前，御河湾社区组织 67 名应
征青年参加小体检。自今年夏季征兵工作开
展以来，御河湾社区通过悬挂横幅、电子屏
标语滚动宣传、电话告知、张贴发放宣传单
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动员广大适龄青
年积极报名参军。
（吴开慧）

点亮孩子快乐暑假

锦绣华庭召开廉政教育会议
本报讯 日前，锦绣华庭社区召开党风
廉政教育专题会议。会议通报近年来酒驾醉
驾典型案例，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以案为鉴，
充分认识酒驾、醉驾的危害性，自觉做到饮
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全体工作人员还签
订了《酒驾醉驾警示教育知晓承诺书》。
（吴燕燕）

本报讯 为丰富小朋友暑期生活，城市
一品为小朋友准备了缤纷多彩的暑期文化
“大餐”，点亮孩子们的快乐暑假，护航健康
成长。
“左手左手拍拍，右手右手拍拍……”
五分钟的小游戏引得小朋友们哈哈大笑。
为给未成年人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培育
乐观阳光的健康心理，城市一品特邀请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红老师为小朋友开设
心理健康讲座。李红老师通过游戏开始了
今天的活动。李老师问：
“小朋友们，我们这
个暑假学会了什么新技能？”
“老师，我会游

泳！”
“ 我会跆拳道！”“我会洗衣服！”“我
学会做饭了！会蛋炒饭！”“老师我会滑
板！”小朋友们争先恐后地举手，将自己
的答案写在白板上，小小的白板挤不下孩
子们快乐的成长，游戏贯穿于整个课堂，
寓教于乐。
青春自护，安全暑假。为敲响安全警
钟，增强辖区内中小学生及家长的安全意
识，社区工作人员为小朋友开展“青春自护
安全暑假”安全教育课堂，分为防止溺水、
自然灾害、气象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
居家安全、防拐防骗、上网安全、饮食安全

本报讯 近日，
市河长办发出通知，
从8月1日
至 9 月 15 日，
为期 45 天的市一、二级河道地笼网簖
集中清理拉开帷幕，
这是我市今年内针对全市重点
水域阻水设施的第二轮专项清理行动。
地笼网簖一直是阻碍河道活水畅流的一大
“死
结”
。
由于本轻利大易投放，
一些重要水系常被沿河居
民撒下
“天罗地网”
。
尽管有关部门进行多次清理，
但
河道里的地笼网簖还是像韭菜般割了一茬又长一
茬。
为了巩固水环境治理成果，
根据省水利厅《关于持
续推进河湖
“清四乱”
常态化规范化的通知》精神，
针
对市民投诉反映河道治理中的存在问题，
由市河长
办牵头，
将对全市19条一、
二级河道中的地笼网簖等
阻水物再进行一轮集中清理。
此轮行动将在动员所
涉农户自拆自清前提下，
由市河长办协调市水务局
执法大队、
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
河长助理部门，
以及
区镇等组成联合清理组，
对在自行拆除阶段仍未清
理到位的，
开展现场突击清理。
与此同时，
市河长办明
确要求各属地区镇健全长效管护机制，
坚决刹住地
笼网簖回潮现象。
（通讯员 杨谷生）

等 9 个部分，包含居家、出行、旅游等多个角
度，不只是假期生活，学期生活中也是必不
可少的安全知识和技能。
童心向党，手绘梦想。今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小朋友们用手中的彩笔，
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自己的创作，以画表
达他们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彩色的画笔绘
出今天的美好生活和对未来的无限期许，
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
价值观。
打黄扫非，“护苗”行动。引导青少
年绿色阅读、文明上网、健康成长，抵制

有害出版物和信息，教会青少年简单分辨
有害读物，提高青少年对文明健康绿色信
息的认识，增强抵制、远离文化垃圾的自
觉性，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少年儿童
健康成长，让“护苗行动”深入人心，共
同营造健康、文明、向上、和谐的文化生
活环境。
社区还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史学习教
育，进一步传承和弘扬红色精神、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推动青少年从小做到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通讯员 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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