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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08:00-13:00 为了南
通如东开关租赁工程施工，需计划
停电。10kV古桥线 98号杆金河村
1号分段开关至 10kV金专线 54号
杆三洪村 3号分段开关线路段停电
检修。

12月6日08:00-13:00 为了南
通如东开关租赁工程施工，需计划停
电。10kV双居线 1号杆石坝村 3号
分段开关至 10kV双居线 72号杆五

里庙村分段开关线路段停电检修。
12月6日12:30-17:30 为了南

通如东开关租赁工程施工，需计划
停电。10kV双居线 71号杆五里庙
村 1 号分段开关至 10kV 德银村
4136/4504联络开关至10kV元北村
4265/4504联络开关线路段停电检
修。

如东供电公司
2021年12月1日

计划检修停电通知
（20212010b）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陆昊 钱
海军 孙斌）“这里就是我们的康复
科，可以进行各种手术以后的康复，
专业医生和治疗师会给患者专业的
康复训练方法，让患者能够更快恢
复，更快回到工作和生活当中。”日
前，改扩建后的双甸镇中心卫生院正
式投用，院长陈小兵高兴地告诉记
者，医院硬件设施提升后，增设了一
些过去没有能力开展的特色业务。

双甸镇中心卫生院原有的诊疗
大楼建成已有 30多年历史，无论是
建筑面积、还是内部的医疗设施都已
经跟不上群众的就医需求。双甸镇
将卫生院改扩建工程作为“为民办实
事”重要内容，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全
力保障配套资金。陈小兵介绍，新院
的纯医疗设备投入达到 800万元，各
类大型医疗设备基本上齐备，未来将
极大提升本镇及周边地区的医疗保
障能力。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双甸
镇始终坚持把“为民办实事”作为党
史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
围绕全县“六专题两实践”活动要求，
聚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促进

学习成果转化，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
深走实。

广泛收集建清单。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八百”行动，制定出台双甸镇

“我为群众办实事”等实践活动方案，
进一步明确工作任务、工作举措和工
作要求，确保常态化、实质性地推动
实践活动开展。组织镇村党员干部
通过个别走访、集体座谈等方式，深
入村（居）、企业走访调研，收集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和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意见建议。结合镇实际，梳理确定
乡村振兴、增收致富、生态宜居、通达
畅行、碧波绿岸、医疗卫生、教育提
升、基层治理等 8个类型 102项为民
办实事项目清单，并根据项目内容划
分到责任人、具体部门、村（居），明确
目标要求和完成时限，确保项目件件
有着落、落实有成效。

集中发布快推进。围绕走访确
定的项目内容，组织开展“百件为民
办实事 践行初心使命”项目发布仪
式，由镇党委书记潘飞为乡村振兴、
生态环保、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
治安、执法司法、住房保障、优抚关爱
等 8个党员志愿服务队授旗，交办工

作任务，压实工作责任，借力社会监
督，促进项目稳步有序落到实处。镇
学教办牵头各承办单位扎实推进，明
确专人跟踪，每周把握进度，每月上
报情况，督促各单位部门围绕各自职
能工作和任务清单，在常态化结对帮
扶和志愿服务中，切实解决基层困难
事、群众烦心事。先后在市“我为群
众办实事”项目管理系统上报公示实
事项目80个，其中镇级项目27个、村
级 53个，目前办结率 93.75%，其余项
目正按序时推进。

凝聚合力提成效。坚持把“有成
效”作为推进为民办实事的最终目
标。结合镇村实际，深入开展“党员
志愿服务我报到”“党旗在项目一线
高高飘扬”等活动，推动“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积极发挥
基层党组织、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

用，组建世纪天虹细纱、络筒技改项
目临时党支部，助力项目建设，推进
企业发展。成立霜桥党员示范队、霜
桥青年先锋队、霜桥退役军人突击
队，充分发挥团队特色，带动党员干
部在“急难险重新”任务面前担当奉
献。开展“四亮四比”、先锋模范岗评
选等活动，激发党员在项目一线争先
锋、干部在项目一线强服务，凝聚推
动项目发展的强大合力。

潘飞说，下一步，双甸镇将持续
把“为民办实事”作为党史学习教育

“八百”行动的落脚点，结合“双聚双
高”作风效能提升专项行动，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优化工作作风，从群
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从最突出的问
题抓起，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
和工作成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满
意度和获得感。

近日，如东海关积极落实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活动
要求，开展海关政策线上对企宣
讲活动，通过线上平台，详细讲
解了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技贸措
施简介、RCEP 协定及相关利好
政策，在线实时解答企业关心的
问题，引导企业用好用足政策红
利。如东海关辖区内 20 余家企
业代表听取了本次政策宣讲。
图为如东海关检查紫菜品质。

全媒体记者 高玉霞 通讯
员 周浩 摄

早上十点，初冬的阳光从“心理
驿站”宣泄室的落地窗洒进来，一个
男孩戴着拳击手套，对着模拟人一阵
猛击，随着模拟人投下的阴影左右摇
摆，男孩脸上的阴霾逐渐消散。“我明
年就要中考了，觉得压力越来越大，
又不能和老师、同学、父母发泄，就跑
这里来打打拳，让自己冷静冷静，这
样能够更好地投入学习。”抬手抹掉
汗，男孩一脸轻松。“我们在伤心、难
受、愤懑的时候，非常需要发泄，青春
驿站的宣泄室就给学生提供了这样
一个场所，避免孩子做出一些伤害自

己或者他人的过激行为。”县实验中
学成长指导中心老师万云云这样说。

据了解，县实验中学青春驿站成
立于 2003年，面向全校学生免费开
放。设有办公室、心理咨询室、个体
咨询室、团体辅导室、心理测量室、沙
盘室、宣泄室及放松室，配备专职教
师 3名，均持有国家职业心理咨询师
资格。青春驿站主要是针对学生个
人成长过程中涉及的各种问题，包括
人格、个性培养、专业兴趣培养、人际
交往能力培养、抗挫折能力培养、学
习生活适应等，进行免费心理咨询，

解决学生们在学习、生活中出现的各
种心理困惑与心理疾患。

“从接待的来访案例中，我们发
现不少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抑
郁倾向、交往障碍、敌对、情绪不稳等
心理问题，导致这些心理问题产生的
原因与学业压力、亲子关系以及自身
的归因方式等因素有关。”万云云已
经担任心理辅导老师 5年，对于出现
心理问题的学生，她会在面询时候与
其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通过咨询技
巧，引导学生放下防御，寻找发生心
理问题的原因，找到并激发积极因

素，实现疏导的目的。而对于心理问
题较为严重的学生，则会采取跟踪辅
导的方式，对个别有严重心理疾病的
学生，会及时识别并告知家长，转介
到医学心理诊治部门进行治疗。

“教师的疏导只是心理干预的一
种方式，要真正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
还要家庭层面的配合。”万云云提醒，
和谐的亲子关系是孩子身心健康的基
石，家庭成员间的行为、情感交流都会
直接影响孩子的成长。所以良好的夫
妻关系会让孩子更好地学习父母的优
点，感受到稳定和安全的家庭氛围，提
高他们面对问题的信心。要加强对孩
子的关爱，给予子女信任和理解；倾听
孩子说话，让孩子敞开心扉；对孩子有
合理的期待，避免过度看重学业成绩；
同时也要避免采取消极型、过度保护
等教养方式，要充分地给予孩子自由
的空间，提高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从
而更好地适应环境和社会。

县实验中学：

“青春驿站”呵护学生心理健康
□ 全媒体记者 张予钦 朱宇晔

双甸镇

用笃行实干之笔 写为民服务文章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朱文婷
张家东）近日，2021年省级“思源工
程——生育关怀行动”连心家园项
目在我县岔河镇振河村揭牌，标志
着我县计生工作迈上新的台阶。“连
心家园”的成立不仅是政府帮扶、关
爱计生特殊家庭的有效载体，也成
为我县计生特殊家庭相互交流、相
互扶持的重要平台。

民建江苏省委与省计生协合
作开展“思源工程——生育关怀行
动”，旨在帮助全省贫困、残疾计生
家庭摆脱贫困，而岔河镇振河村的

“连心家园”是该行动的帮扶模式
之一。振河村顾小妹（化名）属于
计生特殊家庭，十几年前丈夫去
世，顾小妹（化名）仅凭微薄的种植
收入拉扯患有肌肉萎缩症的儿子
长大。2018年，顾小妹（化名）儿子
意外去世，家中只剩下她一人。村
计生协秘书长王春锋走访该户时
发现五间陈旧瓦房年久失修，墙体
已经开裂并出现倾斜。王春锋立
即为其争取政府扶持，申请到危房
改造指标，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将房
屋改造完成。危房改造是岔河镇
连心家园的一项重点工作。据了
解，全镇失独家庭有 179 户，涉及
293人。近年来，全镇共计帮助计
生特殊家庭危房改造 24户，帮扶资
金近40万元。

除了夯实硬件基础，如何更好
地满足计生特殊家庭的精神和心

灵需求，也是岔河镇计生协一直探
索的方向。自项目落地以来，镇计
生协先后打造了居家养老室、图书
室、健身房、心理咨询室等阵地，为
计生特殊家庭搭建了更具多样化、
特色化的服务平台。“我们充分发
挥‘思源工程——生育关怀行动’
的引领创新作用，在母亲节、中秋
节、重阳节等重要节日开展系列活
动，引导特扶家庭实现从走出家庭
到走进连心家园再到走向社会的
过程。”岔河镇党委书记於维涛介
绍，连心家园还牵手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团队确保病人就医；聘请专业
的心理咨询师，经常性开展心理援
助服务；并依托村居养老服务中心
为计生特殊家庭成员提供保健娱
乐、日间照料等服务，确保老有所
养；为符合收养条件的计生特殊家
庭咨询办理收养手续并加强跟踪
服务，确保情有所寄。此外，振河
村的部分退休教职工、网格员和村
干自发组成了一支 42人的志愿者
队伍，定期上门为失独老人量血
压、打扫卫生、与老人促膝谈心，让
老人们重拾温暖。

多元帮扶，让失独不孤独。接
下来，岔河镇将以“连心家园”项目
点为契机，以点带面，进一步做好计
划生育特殊家庭的扶助工作，真正
把关爱送进心里，让岔河镇“连心家
园”成为凝聚计生特殊家庭人群的
温馨之家。

时间：11月14日上午11点06分
地点：县城体育馆
不文明现象：健身器材上挂着吃剩的食物，地面上残留易拉罐、包装袋

等垃圾，不仅影响其他居民使用健身器材，也破坏周围环境的整洁。

岔河镇振河村

“连心家园”为计生特殊家庭解忧帮困

文明城市你抹黑你抹黑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季湘
婷） 11月30日，我县迎来了又一波
寒潮，受其影响，12月2日最低气温
可达零下1到零下2度，为今年下半
年以来的最低，3日起气温将缓慢
回升。

从目前天气形势分析，12月2日
到 5日以晴好天气为主，2日到 3日
偏西风，4日到 6日偏东风，风力不
大，3日到5日气温维持1到2度。2
日中午最高气温在10度左右，3日到

5日最高气温回升到15度上下。
据统计，今年 11月以来，我县

已经受到四次强寒潮天气影响，
气温逐渐降低。今年气候相较于
往年有较大变化，今年的夏季特
别长，而秋季异常短暂，入冬时间
在近 20年来属于偏早年份。国家
气候中心 1951年至 2021年逐月寒
潮统计显示，平均而言，往年到 11
月底，寒潮发生次数为两次，而今
年已有四次，较同期偏多。

相距 1000余公里，历时 6小时，
捐献 414毫升造血干细胞。11月 30
日，家住新店镇月池村的季邦国为身
患血液重症的 26岁男孩送去生的希
望，他也成为我县第 6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

上午8点30分，泰州市人民医院，
护士将血细胞分离机推进季邦国的病
房。在季邦国从容的笑容中，护士将
针头戳入他的手臂静脉，开始了造血
干细胞采集工作。伴随着机器不断运
转，造血干细胞慢慢被提取出来。整
个采集过程时间漫长，从上午持续到

下午，季邦国一直保持情绪平稳状态，
确保造血干细胞的顺利采集。按照流
程，采集的 414毫升“生命种子”将坐
上高铁第一时间送到北京。

14点 30分，采集成功，季邦国第
一时间和家人通话，分享成功的喜
悦。采集期间，季邦国收到了来自被
救治男孩的亲笔信，信上写道：“您用
温暖给予我生活的希望，生存的勇
气。”季邦国郑重地收起信件，动容万
分。他告诉记者，当接到县红十字会
的电话，告知他与一名 26岁患血液
重症的男孩初次配型成功时，他立马

欣然答应了。当时，他想到了自己正
值花龄的女儿，作为一个父亲，他能
够深刻感受到对方患者父母的痛苦
和迫切求助的心情。他说：“我可以
用自己微不足道的付出改变他人命
运，改善他人的生活，这也是我一直
追求的，希望他能够如期康复。”

11月 25日，在县红十字会相关
人员的陪同下，季邦国到达泰州市人
民医院。入院以来，他每天坚持服用
钙片和适当运动，以保持最佳状态。

季邦国从事货车运输工作，平时
就热心公益，多年来积极参加各种志
愿服务活动。2012年5月27日，季邦
国报名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登记志
愿者，并采集血样录入中华骨髓库。
今年8月31日，季邦国与总库白血病
患者的HLA初次配型相合。经过高
分辨采样、全面健康体检等流程，季
邦国最终配型成功。几十万分之一
的概率是一种缘分，季邦国表示，今

后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仍会毫不犹
豫的去帮助他人。“我现在正在做造
血干细胞采集，这个是对人身体没有
任何坏处的，希望大家多去参与这种
公益活动。”采集期间，季邦国还一直
在视频直播平台直播，鼓励更多的人
参与到这项公益事业上来。

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是治疗白
血病，淋巴瘤和骨髓瘤等血液肿瘤的
较为有效和理想的方法，已在临床治
疗中得到不断地推广应用。人体内的
造血干细胞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正
常情况下，人体各种细胞每天都在不
断新陈代谢，进行着生成、衰老、死亡
的循环往复，失血或捐献造血干细胞
后，可刺激骨髓加速造血，1-2周内，
血液中的各种血细胞恢复到原来水
平，因此，捐献造血干细胞不会影响健
康。据了解，我县从2002年开始启动
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宣传工作，目前
已有1637例血样采集在中华骨髓库。

相隔 1000 余公里的救援
□ 全媒体记者 朱文婷 张家东

身边的身边的感动感动

新一轮寒潮影响我县
最低气温零下1到零下2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