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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
莉莉 朱南州）近日，县医保局
开展“暖暖长护”志愿服务重点
培育项目评选展示会，进一步打
造医保局“暖暖长护”志愿服务
品牌，创新志愿服务模式，着力
挖掘优质的志愿服务项目。

县医保局自今年 6月份招
募“暖暖长护”志愿服务项目以
来，共征集到全县 17家长期照

顾保险定点服务机构的23个志
愿服务项目和 1个社会化志愿
服务项目。展示会上，24家志
愿项目负责人依次汇报了项目
实施计划。评审组从服务对象、
服务内容、组织管理、预期效果
4个方面对项目进行评估，最终
遴选出了10个重点项目,这些资
源项目的类型包含公益课堂类、
爱心帮扶类、课题研究类。

县医保局评选展示“暖暖长护”
志愿服务重点培育项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雨霁 贾
兆亮）“何爷爷，最近身体怎么样？”近
日，如东经济开发区振新社区的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走进碧桂园小区，为何润林
和老伴儿送来米、保温杯、理发卡等日
常用品。两位老人今年 82岁，虽然不
靠儿女，但在社区的暖心关怀下，生活
十分安逸，看到熟悉的人，老人脸上溢
满着笑容：“社区志愿者经常来看我们，
我们生活得很安定、很幸福。”

在活动现场，县中医院的志愿者们
为社区居民测血糖、量血压，耐心回答
每位居民的提问，还为他们提供外科、
内科、眼科、用药咨询等便民服务项目，
暖心的服务受到了现场居民的一致好
评。

振新社区地处县城北翼，是如东
经济开发区唯一的城市社区，下辖 17
个居民小区。为进一步服务小区住
户，社区与小区物业共建，创办了

“‘和’润万家文明实践进小区”活动
品牌。先后在小区举办了“快乐童
年 健康成长”“棕艾飘香 邻和端午”

“庆祝建党 100 周年”等活动，宣传红
色文化、传统文化，定期看望社区困
难家庭、老党员、80岁以上老人、独居
老人等特殊群体，增进温馨和谐的社
区氛围，促进邻里和睦，提高居民幸
福指数。

近年来，振新社区因地制宜，整合
并创新提出了“1234”实践模式，通过一
个文明实践大广场，和美家庭、青青未
来两个工作室，“给你提个醒”“永远记
住他”和“我做新市民”三支志愿服务
队，红色家园、暖心家园、文明家园、康
乐家园四大家园，更好地服务居民。

振新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二楼建有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三堂融合”阵地，

依托“群众点单，社区做菜”的思路，全
年以理论宣讲、文化走亲、志愿服务、道
德讲堂为主题，开展了“话说我们的 40
年”百姓名嘴专题宣讲、“温情关怀暖童
心 巾帼圆你微心愿”“文化走亲在基
层”“服务百姓健康行”义诊等各类文明
实践活动 30余场次，受到社区居民的
热烈欢迎。

2018年，振新社区打造了“一家学
堂”活动品牌，邀请德才兼备、富有爱心
的优秀老师作为志愿者，给社区居民传
播社科知识，通过诵读、健体、民俗、书
画四大板块，先后开展了少儿情绪管理
小课堂、瑜伽知识解读、国画技巧教学、
中国茶艺文化进社区等活动，将科普活
动渗透到社区各年龄阶层居民，打造了
具有浓郁氛围的科普型社区，受益人数
已达到7000多人。

如东经济开发区振新社区

贴心服务群众 打造温情社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茅
晨华 贾兆亮 冯益军）“中拓
船只预计十点到港，各岗位做
好准备。”18日上午，江苏洋口
港港务有限公司接到了来自浙
江中拓公司的 3000 吨丙烯腈
的卸载任务，港务有限公司负
责人丁辉带领员工早早地来到
码头查看安排情况。“我们主要
服务阳光岛内仓储物流企业以
及港区后方临港生产企业的化
工原料的中转运输需求，主要经
营品种有对二甲苯、冰醋酸、乙
二醇、丙烯腈、苯酚、环己酮等，
产品的特殊性需要我们保证每
个环节都万无一失。”丁辉说。

随着洋口港发展如火如
荼，作为配套服务的港务有限
公司的码头泊位及配套综合服
务逐渐完备，主要从事港口装
卸及船舶补给业务，港务公司
的配套服务也越来越关系到企
业的原料供应，这个中秋他们
中很多人需要像往常一样坚守
岗位，为企业生产保驾护航。

“看到这些年的发展，我感到非
常自豪，因为自己既是参与者
也是建设者。”丁辉表示。

丁辉来自泰州，今年是他

在如东工作的第八个年头，从
刚开始的只身一人，到现在拖
家带口的在如东生活，丁辉早
就把如东当成了第二故乡。因
为岗位特殊，大多数节假日他
都是在岗位上值班，“越到节假
日，安全生产这根弦就越不能
松懈，中秋假期我的工作也早
都已经安排好了，对我来说，这
也是常态，好在家人都很支
持。”丁辉笑着说。

来自湖北的邵冰洁是液化
品码头唯一的女性员工，也是
个一个五岁孩子的妈妈。她负
责码头的安全监管工作，今年
她和丁辉一样需要在岗位上过
中秋，“谁不想过节的时候和家
里人团聚！但我的工作性质决
定了我必须留在岗位。”邵冰洁
告诉记者，家里人也很理解，准
备值完班带他们出去再好好吃
一顿。

每逢佳节倍思亲。总有一
些人，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放
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在岗位
默默坚守默默奉献，有了他们
辛苦付出，我们的城市才能正
常运转，才能越变越好，像他们
致敬。

坚守岗位 保障原料供应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高
玉霞 单佳凯 张予钦 吕二
函 包玉龙 通讯员 郑小芹）
22日上午，2021年如东县高效
种植专业高素质农民培训在
栟茶镇和大豫镇正式开班，此
次培训旨在进一步培育爱农
业、懂技术、善经营的高素质
农民。来自两个镇各村农技
员、家庭农场成员、种植大户
参加培训。培训活动为期三

天，聘请专家组开班授课。当
天，相关专家就农产品线上线
下融合营销、粮食作物主要病
虫害发生与防治技术等内容
进行详细讲解与指导。接下
来两天，还将围绕油菜、稻麦
高效种植技术、绿色蔬菜生产
技术、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等
专业知识展开培训。培训结
束，考核合格后，将颁发职业
技能证书。

2021年如东县高效种植专业
高素质农民培训开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
颖石 吴文军） 22 日下午，
2021 年退役士兵返乡欢迎仪
式暨适应性培训开班典礼在
如东中专举行。今年秋季我
县共有 205名退役士兵返乡，
县人武部、退役军人事务局、
发改委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对
退役士兵返乡表示热烈欢迎，
并向他们为我国国防事业、军
队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所做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希望
他们回到家乡后继续秉承部
队光荣传统和过硬作风，永葆
军人本色，在岗位中发光发
热，为如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再立新功。

欢迎仪式和开班典礼结束
后还举办了退役士兵专场招聘
会，29家企业提供了 1355个工
作岗位，现场约 42名退役士兵
达成就业意向。

我县举行退役士兵返乡欢迎仪式

近日，双甸镇石甸小学举行“放飞梦想 快乐成长”科普进校园
表演秀活动，来自南京科研院所的老师和小学生们一起进行了掌
中烈焰、空气炮、激光线等科学实验。活动旨在激发学生爱科学、
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培养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

全媒体记者 钱海军 陆昊 通讯员 肖月 摄

金秋送爽，时和年丰。22 日下
午，“庆丰收 感党恩”南通市第四届
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在鱼米之乡新
店镇祝套村举行，通过庆祝活动进一
步提升我县农产品的品牌知名度，推
动产业融合，促进农民增收。

“欢迎大家进我的直播间，我手
里拿的是今天的主打产品——‘杨
曹乡’牌糯米酒，口感微甜温和，每
瓶 500 毫升，售价 15 元。”在新店特
色农产品展示区，“90 后”青年农民
花俊俊和如东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
人现场“直播卖货”。花俊俊边介
绍边打开糯米酒，让农民们免费品

尝。2014 年，花俊俊在新店镇孙桥
村承包了 300 亩土地种植优质水
稻、小麦，还办起企业酿制米酒，并
在两年前注册了自己的品牌商标。

“今天我家的米酒卖得不错，感谢政
府提供的平台，让我们有了更多的
增收渠道。”花俊俊开心地说。

水乡新店一直是远近闻名的优
质农产品产出大镇，这几年，新店镇
充分盘活闲置土地资产，通过村集体
领办、创办专业合作社，打造产销一
体化产业联盟，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
业优势，提升优质农产品市场占有率
和竞争力，带动农民致富增收。目前

全镇农民人均年收入超 2万元，12个
村集体年收入均超 50 万元。 2020
年，新店镇荣获江苏省“味稻小镇”称
号，“绿之蓝”大米被评为江苏省名牌
产品，产品畅销苏州、上海、浙江等
地。

展示区里，有地里种的特色蔬
菜、绿色大米，有海里游的“仙缘”系
列海鲜产品，还有野性十足的“如东
狼山鸡”。在狼山鸡的展示区，种鸡
场的推广员董季颖卖力吆喝，全方位
展示鸡的品质。“如东狼山鸡”原产于
我县，2000年被列入国家级畜禽品种
资源保护名录，2015 年，通过中国地

理标志农产品认证，2020年入选江苏
省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近年
来，狼山鸡种鸡场免费为农户提供技
术咨询和培训，示范带动狼山鸡养殖
户 1000余户，涵盖洋口镇、河口镇的
10余个村。”董季颖介绍。

农民运动会活动现场同样气氛
热烈，剥花生、剥玉米、剥豆子、套鸭、
钓鱼比赛等特色项目纷繁多样，趣味
十足，农民们踊跃参与，尽情享受丰
收的喜悦。今年 64岁的新店镇祝套
村 14组村民周银凤在剥花生比赛中
力拔头筹，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她激
动地介绍，家里有 2 亩地桃园，今年
种的桃子果肉饱满多汁，产量达 1200
斤。

庆祝现场，舞台下，展销互动、农
民运动会、书吧宣讲等活动气氛热
烈；舞台上，农民自编自演的歌舞表
演精彩纷呈。轻松欢快的歌舞《好收
成》，洋溢着浓浓的丰收喜悦，气势雄
浑的《拉网号子》发出了农民对美好
未来的呐喊，歌曲《党旗更鲜艳》、歌
舞《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节目，唱出了
大家“听党话、跟党走、颂党恩”的坚
定情怀，现场的老百姓纷纷夸赞党的
惠农政策送到了农户家门口，送进了
大家的心坎里，尤其是近几年政府将
更多财力向农村倾斜，农村基础条件
更好了，环境更美了，农民的日子越
过越红火。

临近黄昏，庆祝活动还在继续，
鱼米之乡洋溢着一派丰收的喜悦。

“味稻小镇”庆丰年
—— 南通市第四届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现场见闻

□ 全媒体记者 曹建明 张家东 朱南州 陈华

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赵卫东赵卫东 摄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吕二函）近
日，县蔬菜生产机械化装备与技术推广
会在大豫镇强民村一家庭农场举行，来
自五家企业的六台蔬菜移栽机正在田
里“比武”，吸引了 100多名农户前来观
看。据悉，技术人员会在后期对这些蔬
菜移栽机的各项功能进行对比分析，最
快明年将在我县推广使用。

随着工作人员一声令下，六台装好
西兰花幼苗的移栽机开始工作。随着
机器的转动，一颗颗幼苗整齐地扎进了
田垄里。效率最高的是全自动蔬菜移
栽机，由于不需要人工操作放苗，十分
钟左右就能栽完一垄。

大豫镇强民村百川家庭农场经理
季丽丽是村里西兰花种植大户，今年她
种了 1200亩的西兰花，看到这样的机

器，她连连称赞：“我们一般 30亩地，种
的话需要 20个人左右，一个人操作一
台机器就可以完成20个人的工作量。”

季丽丽告诉记者，近年来，用人成
本提高，且工人大多为老年人，未来蔬
菜种植机械化是大趋势。观摩现场，细
心的她在看到移栽机的优点时，也发现
了问题。有的移栽机虽然工作速度快，
但因为水土不服，运作时出现了漏苗、
掉苗的“翻车”事故。对于机器的这些
失误操作，如果不进行后期补苗，就会
让西兰花减产。

“机器不像人，人是比较灵活的，垄
高一点、宽一点，苗大一点、小一点都没
有关系，但机器相对人来说，标准化要
高一点，所以这也是我们活动的一个目
的，把适宜的垄宽、垄高，苗的大小也

好，通过这样一次评测，得到一个初步
的结论。”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高
级农艺师马金骏说。

强民村是西兰花种植大村，由于较
早开始种植西兰花，农户们的种植技术
也相对成熟。不过，随着近年来用工成
本的增加，家庭农场经营户现在迫切需
要提高西兰花种植的机械化水平。据
了解，接下来，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站
会联合我县园艺技术推广站的工作人

员，对这些蔬菜移栽机的成本投入、工
作效率、漏苗率、成活率，以及西兰花的
产量进行对比分析。

“包括移栽的漏栽率，就是你栽了
100棵，有多少是没有栽下去的，有多少
是栽了以后有没有成活的，或者长势不
好的，还有产量情况，都要全面的统计，
移栽的效果，一个小时能栽多少面积，
也是种植户关心的。”县园艺技术推广
站站长韩益飞说。

蔬菜移栽机田间“比武” 有望明年推广使用

创业就业干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