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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板打上台来，四史学习记心怀，
社会主义发展史，土地、房屋、交通来对
比……”国庆期间，洋口镇甜港村的红
色教育基地“勤根院”内，天天热闹不
断。作为祖国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活动带头人、75岁的老党员陆身群将自
身经历、社会发展融入文艺创作中，用
群众喜闻乐见的快板形式讴歌百年党
史，共庆祖国华诞。

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
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洋口
镇辖区面积 168平方公里，有离退休干
部 180余人，其中党员 168人。长期以
来，这些离退休干部们离岗不离组织、
退休不褪色，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
和威望优势，继续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
余热、再立新功。

党建引领，构筑“银色”堡垒。为

增强组织凝聚力，永葆党员先进本色，
洋口镇离退休干部党总支立足“三个
健全”，优化体制机制。健全组织体
系，设 5个建制党支部，2个非建制党
支部和县城综合党小组，与洋甜供销
社创立“洋甜”党建联盟，与教育老干
部党支部创立“五老共建共享”党建联
盟，实现 168名党员全覆盖。健全工作
规范，定期召开涉老组织联席会议，把

“一家办”变成“大家干”，5个建制党支
部书记分别兼任镇关工委常务副主
任、老年协会会长等职务，全镇老干部
工作与涉老工作统分结合，使其履职
尽责有广泛平台。健全保障制度，与
村党群服务中心结合，打造 5个“优美
老干部活动中心”，为全体老干部每人
每年配套 200元的党建活动经费，同时
镇党委为各党支部选配 2至 3名联络

员，将老干部党建工作列入全镇大党
建统筹推进。

春风化雨，赓续“红色”精神。洋
口镇是革命老区。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镇上的老党员老干部们发挥自
身优势，带头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
事、英雄的故事，让党的好传统、好作
风得到传承，不仅进行集中学、自学、
交流互动学、现场教育学、网络阅读
学、问答测试学，撰写学习体会 70 多
篇，编辑整理了《洋口人民革命史料》
(汇编)，还开展了“四走进一提升”活
动，进村居与新坝村党总支联盟联动
交流学，进烈士陵园重温革命烈士英
雄事迹领悟学，进企业举办村、企结合
研讨学，进学校宣传中小学生引导学，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老党
员、革命功臣、离休干部贾昌太，98岁
高龄亲临学习交流现场，分享了参战、
入党亲身经历、初心故事，引导广大党
员群众和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老有所为，助力“绿色”发展。“想起
43名为国捐躯的无名英雄，有生之年有
幸为先烈守灵，我义不容辞心甘情愿。”
退休后，傅宏祥加入了小洋口反击战烈

士陵园的管理队伍，20年如一日的坚
守，用实际行动践行老党员的担当。围
绕乡村振兴、经济发展，洋口镇的老干
部老党员们主动融入村居、社区各项工
作：在洋口村，20多户退休党员干部冲
在一线，与群众讲政策、明道理，发挥带
头引领，推动城镇化建设；在甜港村，老
干部光荣党支部成员全程参与、献计献
策，推动洋甜供销党建联盟创立发展，
致力打造在省市有影响和活力的新型
党组织；在池塘头村，退休教师张学进
每周免费为村里 20多名留守儿童课外
辅导，提升青少年的知识文化水平，丰
富课外生活……

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深
厚感情，老党员老干部们在新岗位上，
发挥余热、再立新功。这些年，洋口镇
离退休干部党总支先后获得了“全省
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全县先进基
层党组织”等称号，并逐步形成了“海
韵晚霞映初心”的特色品牌。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缪锐表示，今后将进一步
营造尊重关心老干部、支持老干部工
作的良好氛围，推动新时代老干部工
作迈上新台阶，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汇聚“银发”能量。

洋口镇老党员、老干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专长，服务人民、奉献社
会，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

海韵晚霞映初心 银发生辉再出发
□ 全媒体记者 季雯雯 张平 通讯员 徐金山

我们的节日我们的节日··重阳重阳

近日，县作物栽培站的农业专家
来到栟茶方凌垦区耐盐水稻示范种植
基地，随机选取四个区域采点，对今年
试种的“袁氏 4号”与“袁两优 1000”两
个品种的耐盐水稻进行初步测产，预
期亩均产量有望超过800公斤。

全媒体记者 徐书影 王洪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颖石 单佳
凯 冯益军）长沙镇陆河村是全县高标准
农田建设示范村，近年来，该村把高标准
农田建设作为促进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实
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全力打造集
中连片、设施配套、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
田，目前全村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10000亩，万亩良田成为“丰产粮仓”。

走进陆河村，田间的稻谷已不同程
度地褪去青色，转为金黄，饱满的稻穗

压弯了稻杆，微风拂过，层层稻浪卷起
阵阵稻香。种植大户姚美华站在地头，
望着这番良田美景，满眼都是藏不住的
喜悦。姚美华说：“以前田间几乎没有
一条路好走，到处坑坑洼洼，喷洒农药
全靠人工。基础设施改善后，田成方、
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现在使用植
保无人机喷洒农药，不仅缩短了作业时
间，也大大节约了成本，效率提高了十
多倍。”七年前，姚美华在陆河村流转土

地建起村里首家家庭农场，目前水稻种
植面积达 760亩，今年水稻亩产量预计
可达1300斤，收入超30万元。

机器代替人力在田间地头大展身
手，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前些
年，村里土地平整度差、田块零散、废弃
沟塘多，不便于机械化耕作。去年，陆
河村整村进行大面积土地平整、沟渠修
筑、道路拓宽，不到一年时间，新建硬质
化道路 6.8公里，新建拆建泵站 6座、暗
渠 36条，新建渡槽 1座、涵洞 8座、生产
沟 50公里，建成高标准农田 10000亩，
惠及 1500 户村民，为打造“农业景观
化、景观生态化、生态效益化”的目标打
下坚实基础。

陆河村是一个纯农业村，近些年随
着不少青壮年外出打工，村里劳动力缺

失，不少土地撂荒。借助高标准农田建
设契机，村里大力盘活闲置土地，“化零
为整”集中管理、统一经营。对废弃沟
塘、宅基地等，村里统一收回进行有效
复垦，新增耕地 580多亩。今年，陆河
村共流转土地 6320亩，占总耕地面积
的六成以上，村营收入增加近 60 万
元。而随着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农户的
土地流转费用也水涨船高，由原来每亩
300元增至800元左右。

荒地变良田，陆河村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的实施，夯实了农业生产基础，
巩固了粮食产量，万亩良田美了乡村、
富了农民。村党总支书记刘健表示，接
下来，村里将积极引进现代化农产品生
产企业，大力发展特色生态农业，以农
业产业化助推乡村振兴提档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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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镇陆河村

万亩高标准农田筑牢“丰产粮仓”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杨丹 张
家东） 12 日中午，县医保局相关负
责人走进《如东县政风行风热线》节

目，就医疗保障话题与网友和听众
讨论交流。

2021 年，县医保局围绕“更加公
平、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加安全、
更加便捷”的医保改革发展要求，全
面提升医保报销水平。职工医疗保
险统筹区内住院费用政策范围内报
销比例为 92.12%，比去年同期增加
5.57%。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统筹区内
住院费用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为
80.47%，比去年同期增加 6.01%。有序

开展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
已落地 157个品种，降幅最大达 96%，
覆盖重大慢性病领域及价格昂贵的
抗肿瘤和罕见病用药。始终坚持失
能群体需求为导向，着力提升长护险
服务供给质量，截至目前，我县共受
理失能待遇申请 4918人，4628人通过
了失能评定并享受待遇，享受待遇人
员覆盖全县所有村居。

节目中有网友提问，高血压、糖
尿病患者怎样才能享受到居民医保

的“两病”待遇？县医保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病人在全市范围内具备居
民“两病”诊疗资质的二级及以上定
点医院确诊备案后，即按规定享受

“两病”门诊用药保障待遇。自备案
之日起，在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发生
的符合医疗保险规定的专项门诊用
药费用，可按照单个病种每人每年
1600元、两个病种每人每年 2000元的
限额，由社会医疗统筹基金按照 50%
的比例结付。

时间：10月11日下午3点20分
地点：县城日晖路
现象：电瓶车驾驶人员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全媒体记者 摄

文明城市你抹黑你抹黑

时间：10月11日下午3点02分
地点：县城日晖路
现象：电动三轮车逆向停放在车位上。

《如东县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关注医疗保障工作

12日晚，由县创新研究会与城中街道联合举办的“第十二个
敬老月创新活动”在城中浅水湾广场举行。活动主题为“传承智
女掘港精神，创建至尊养老品牌”，致力于提升如东养老服务水
平，切实增强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全媒体记者 姜红 朱宇晔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张
予钦 朱文婷） 13 日上午，大
豫镇举办“跑赢新赛程 银发
添新辉”重阳节主题文艺活
动，全镇 150名老干部观看了
表演。

演员们表演了舞蹈《东方
红的故事》、京剧《沙家浜》、幼
儿体操《足球宝贝》、小品《麻

辣婆媳》、越剧《唱支山歌给党
听》等 13个节目，向老干部们
送上节日真挚的问候和祝福。
活动进一步弘扬了中华民族尊
老、爱老、孝老的传统美德，激
发了老干部们的爱国精神，激
励了广大离退休干部增强凝
聚力、发挥余热，为大豫镇的
建设和发展助力添彩。

大豫镇举办重阳节庆祝活动

（上紧接第一版）“本届社
科普及宣传周活动是全县新时
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之一，也
是文明城市长效管理的重要内
容。”副县长陈晓莉表示，各地
各部门要组织社科工作者、志
愿者深入社区、农村、学校、机
关、企业，组织开展以普及党史
知识、形势政策、法律法规、优
秀传统文化、健康文明生活理
念等为主要内容的系列活动，
关注社会热点，回应群众期盼，
传播社科知识，弘扬人文精神，
为基层群众送上一场内涵丰盛
的人文社科“大餐”。

活动最后，我县相关部门
的专家围绕“双减”政策、家庭
教育、文明倡导等老百姓关心
的话题，把宣讲送到群众身
边。“通过专家的宣讲，我对如
东这座城市的了解又加深了，
也更能激发我今后为家乡挥
洒汗水的激情。”城中街道浅
水湾社区居民江文在听了“如
东地方党史”专题讲座后，激
动地说。

据了解，如东县第十一届
社科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主题
为“普及党史知识，传承红色基
因”，是由县委宣传部、县社科
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
公室、县社科普及工作联席会
议办公室主办，县总工会、县文
广旅局、县教体局、县供销总
社、城中街道协办。

近年来，我县紧扣新时代
文明实践目标要求，不断整合
社科资源，积极探索社科普及
工作的新方式新途径，广泛开
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社科普及活动，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今年，我县根
据《如东县第十一届社科普及
宣传周活动方案》安排，在县级
层面重点组织开展“十个一”系
列活动，即一场启动仪式、一场
广场咨询、一次现场服务、一场
专题讲座、一场社科沙龙、千场
巡回宣讲、一场阅读分享、一次
知识竞答、一次基地展览、一次
风采大赛。目前，各个项目都
在有序开展中。

为群众送去人文社科“大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