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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宴 实习生
张书闻）公安、交通、城管、住建、商
务、文广旅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
告，部署公共服务保障工作。

春节长假期间，广大市民朋友
可享受四项免费服务：免费乘坐城
市公交车、免费参观体验文化场
所、免费临时停车、新春免费“一日
游”。1月21日至27日（除夕至正

月初六）免费乘坐城市公交车，公
交运营线路及时间总体不变，党政
机关内部停车场、主城区公共停车
场免费供市民停车。1月 23日至
27日（正月初二至正月初六），市文
博馆、市文化馆、城市规划展示馆、
戈公振纪念馆、黄逸峰故居、周巍
峙王昆艺术馆等文化场所免费对
外开放，市民游客在全域旅游公司

“遇见东台”公众号报名后，可在市
民广场免费乘坐旅游大巴，游览东
台各景区。

我市将在春节期间举办书写
二十大金句、新春音乐会、少儿才
艺大比拼等活动，西溪景区有最热
潮春节中国味，安丰推出“TU”个
幸福，另外还有电商直播节、新春
年货节、家电消费节、房产消费节

和新能源汽车节、美食嘉年华等迎
春惠民消费节活动。

温馨提示，春节期间严禁在禁
放场所和地点燃放烟花爆竹。在
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内，除1
月21日（除夕）、1月22日（正月初
一）、1月 26日（正月初五）、2月 5
日（正月十五）可以燃放外，其他时
间禁止燃放。

春节期间基本公共服务不打烊

本报讯（记者 刘煜 通讯员 杨
岭文/摄）“衣饰平安岁 身居快乐
时”——南京市民俗博物馆馆藏儿
童用品展日前在市博物馆展出。

该展览是省馆藏精品巡展的
内容之一，以藏在童服里的祝福、
装在玩具里的关爱、含有儿童形象
的其他文物3个单元，对南京市民
俗博物馆馆藏文物进行解读，再现
了妙趣横生的童年生活。吉祥花
卉、吉鸟瑞兽等精美图案，彰显古

代服饰之美。陶球、七巧板、布老
虎等各式玩具寄托了长辈对孩童
的关爱、期盼和祝福。展览还展出
了以儿童为元素的作品，丰富多样
的作品展现了对儿童的喜爱之情
和对多子多福的美好期盼。

春节期间，市博物馆推出多彩非
遗天天乐主题活动，带领市民朋友体
验剪纸、草编、面塑等非遗技艺，让大
家在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中领略中
华民族优秀非遗文化的魅力。

多彩非遗过大年

本报讯（记者 周宴 文/摄）市
委组织部、团市委、市农投公司近
日组织东台名校优生在西溪景区
共同体验民俗文化。

在西溪影视创客中心内，来自
五湖四海的30多位青年人才欢聚一
堂。现场欢歌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
溢着和谐温馨的节日氛围。活动特
邀请书法家、民间艺人教授青年写春
联、剪窗花，捏面塑、画糖画，共迎新
春、同品年味。大家在老师的指导下

写创意福字，拿起剪刀剪出新年的红
红火火，用双手捏出灵动有趣的非遗
面塑，画出可观可食的非遗糖画，欣
赏精彩呈现的戏曲表演……

青年代表刘梦洁入职不到一
年，对我市传统文化很感兴趣。她
说非常荣幸来到东台扎根发展，希
望未来能深度参与建设中国式现
代化新东台，讲好东台故事，将东
台的美好展示给更多同龄人。

新春逐梦 前“兔”似锦

名校优生相聚西溪体验民俗

本报讯（记者 周宴 通讯员 周
传胜 谢怀友）“盐之有味 供销市
集”名优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日前
在盐城市体育中心举行。我市供
销合作社携多家企业名优农产品
参展。

市集现场，我市展位前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万友全食品有限公
司展销的“薛佬帝”名品农家腌制
的风干老鹅、土鸡、咸青鱼、土猪腊
肉等土味特产铺满货架，厂家直
销、物美价廉的产品深受市民喜
爱。其中，“腊味五宝”年货礼盒第
一天就一售而空。一对在盐工作
的湖北夫妇表示，因疫情影响已有
两年未回老家过年，今年挑选了展
位上所有品种，带上美味年货回
家，这是给父母最好的节礼。

“东台大粮仓”展销位上，我市
特产陈皮酒、东台大米、海鸭蛋、特
级初粮菜籽油、海鲜大礼包……好
货频出、至味纷呈。

年货市集
弥漫东台味道

记者 陆军 黄伟伟 通讯员 孙家录

“你瞧，东方白鹳、黑脸琵鹭、
火烈鸟，还有丹顶鹤。”江苏盐城条
子泥湿地中心管理员金娟瞄着高
倍望远镜指着远处的高潮位候鸟
栖息地兴奋地叫道，“今年来到 1
万亩栖息地的火烈鸟达到了 11
只，超过了往年。”

春节期间，我国首个滨海类湿
地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东亚-澳
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关键节点
——条子泥湿地热闹非凡，大批
珍稀鸟类前来打卡驻留，数量种
类超过往年。贵客驾临，给沉寂的
湿地增添了节日的喜庆，同时也给
春节值守的湿地护鸟员压上了担
子。

被誉为金牌护鸟员的金娟大
年初一去值班室已连续坚持了四

年。一到值班室，她就紧盯着监控
大屏，监测察看各个高潮位候鸟栖
息地的情况，并不时与点位上巡护
员沟通交流。

“张世龙，你看一下西区 2 中
那一边，为什么对准的是荒地？请
人过去看一下吧，把监控系统调整
过来。”

这是条子泥湿地新引进的国
内第一个具有学习功能的鸟脸识
别系统。

“现在画面上可以看到东方白
鹳、黑脸琵鹭、白脸琵鹭等，这些都
是到条子泥湿地过年的贵客，我们
一定会接待好、招待好。”金娟点击
着控制屏上的识别按钮，监控里的
不同鸟类旁边弹出相应名称、种群
特性等。

除了调看监控，每天雷打不动
要沿着2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来回

巡察，防止麋鹿、下海渔民等不速
之客闯入。

“这片网子被毁坏得有点严
重，都是麋鹿撞得比较厉害，黑嘴
鸥过来的时候要维护一下。”金娟
与护鸟员吴燕飞来到黑嘴鸥的繁
殖基地检查围栏，并专门贴上两副

“福”字。
得益于近年来东台条子泥持

续加强湿地修复、为鸟留食，以及
像金娟这样的护鸟员兢兢业业，
使得这里候鸟种群数量持续增
加，达到 410 种，超过上百万只，
仅去冬以来就有 8个种群数量突
破纪录。

“新的一年我们要更加努力，
增加湿地修复，加强巡查管护，营
造好的生态环境，把条子泥湿地打
造成候鸟五星级的家。”金娟风风
火火边走边说。

条子泥湿地珍稀鸟类共闹新春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踩着时钟的滴答声，兔年新春

向我们迎面走来，新一期的《东台
日报》又在您的桌上飘散墨香。

亲爱的读者朋友，真诚向您道
一声：新春快乐！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一
天普通又不普通，变动不居的时
光里，它不疾不徐，俨然一把标
尺，丈量着时代的拔节、丈量着每
个人的成长。

回望过去的一年，多少滋味涌
上心头，无论对于你，对于社会，
还是对于国家，这一年都极不寻
常、殊为不易。

这一年，我们见证了守望与温
暖。从医生到护士、从网格员到村
书记、从机关志愿者到普通百姓，我
们在春天里筑起健康长城，又在冬
日里一起并肩前行。退役兵哥爱心

早餐温暖防疫人员、351名机关干
部下沉村居参与疫情防控、捐资捐
物驰援上海、网格员“分割”退烧药
……在与病毒较量的每一个日子
里，一张张无言坚守的面孔，一幕幕
温暖人心的场景，汇聚成过去一年
我们东台最温暖、最温情的风景。
我们有幸，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这
一幕幕，用我们“战”在一线的身影，
展现我们新闻人的担当。

这一年，我们见证了奋斗与激
情。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新冠疫
情冲击等不利因素，我们城市的
发展大轮舵稳行远。这一年，我
们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跨上千亿级
台阶、全国县域百强排名前移至
第 37 位、五大主导产业规模突破
1200 亿元，活力而又充满希望的
东台，让人振奋；110 项城建重点
工程、128 项城镇提升项目、20 件

34 项民生实事顺利推进，变美变
新的东台，让人流连。城市发展
的每一个脚印，都是那样坚实、笃
定，东台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徐徐
打开。我们有幸，参与并见证了
城市发展的一点一滴，用我们奔
波辗转的身影，为城市留下又一
年的史诗记录。

这一年，我们见证了奉献与努
力。无论是机关职员，还是普通
市民；无论是朝气蓬勃的青少年，
还是沧桑洗礼的中老年，这一年，

每个人都了不起，都值得书写。
翻开新闻，那些去年发生的故事，
感动仍在：车辆坠河一刹那，一群
人奔了过去；邻居家意外起火，祖
孙三代毫不犹豫冲了过去；跪地
救人的王娟娟，提前转正……一群
普通人的莹莹微光，总能让我们
增添前行的信心和力量。用力奔
跑、努力生活，这一年，每一个努
力的东台人，都在用行动拼写未
来，生活再难，他们依然热爱生
活；生活再艰辛，他们依旧对未来

充满信心，这就是东台人！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抬起坚

毅的步伐重新出发，我们来了！
新的一年，我们信念笃定。没

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
春天不会到来。看呀，所有的梦
想，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生长。烟
火如常的东台已然回归，一个充
满生机、充满活力、大有可为的新
东台款款而来。

新的一年，我们步履铿锵。市
委十五届四次全会提出“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力构建
东台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奋斗目
标，精心组织实施产业发展、城乡
建设、绿色转型、民生保障等十大
重点工作三年行动计划，制胜绿
色低碳发展新赛道，勇当沿海地区
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努力让中国式
现代化在东台大地展现可观可感的

现实图景。当下，聚焦高质量发展
首要任务，聚力构建九个新格局等
各项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新的一年，我们一直在路上。
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
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
平正义的守望者，新的一年，我们依
然会坚守在每一个新闻现场，与您
一起探寻小城的人间烟火，记录这
个城市的日新月异，领略这新时代
的万千气象。

大江千帆过，新岁万木春。此
时此刻，还有很多人坚守在岗位
上，我们还有很多同事奔波在记
录的路上，真心对他们说一声：你
们辛苦了！

打包过去，向着远方风雨兼
程；心有所向，方能不惧路长。亲
爱的读者朋友，让我们一起，奋楫
再进，共赴一个崭新的春天！

新 春 献 词
本报编辑部

 




















 

敬 告敬 告

读 者读 者

因春节放假,本报 1 月 23 日至 1 月 27 日休刊，1
月 28 日正常出报,敬请关注。

本报编辑部
2023年1月22日

1 月 19 日，市妇联携手高新区幼儿园开展“寻红烈历史 读红色经典”主题活动，巾帼志愿者带领少年儿童参
观红烈展馆，读红色绘本故事，感受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练益华 摄

欢迎广大市民群众监督节日期间作风建设
举报电话：852667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