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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后，
我备受鼓舞，无比振奋！”1日晚
上，在司徒镇谭巷村第二网格的
党员微家内，党员群众围坐在一
起，自发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
这是司徒镇开展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活动以来出现
的动人场景。

农民“充电”的新阵地

近年来，司徒镇各村、社区
高标准建成农家书屋，逐年扩
充、更新图书种类和数量，升级
启动数字农家书屋功能，确保农
家书屋成为村民学科学、用科
学、闯市场、快致富的“文化粮
仓”和乡村振兴的“加油站”。

连日来，司徒镇创新形式，
积极发挥农家书屋职能，不断丰
富农家书屋内涵，通过党员领
读、全员共读、经验分享、学习交
流等形式，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传
递到千家万户，让农家书屋真正
成为广大农民学理论、学文化的

“新载体”。
“环境干净整洁，村庄规划

合理，在党的带领下，我们的农
村越来越美！”11月 30日上午，
10余名村民围坐在杏虎村农家
书屋，在学习中谈认识、谈体会、

谈感受，憧憬家乡新变化。“90
后”驻村干部陈小栋表示，要做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
的新时代好青年，奋力书写乡村
振兴新篇章。

农家书屋作为乡村文化主
要阵地，在活跃基层文化生活、
服务农村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农闲时，村民可以在此
学习党的理论知识、惠农富农好
政策；农忙时，更成了村民学习
农业知识、传播先进文化的“小
讲堂”，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学技
术、学本领、长知识。

“有了这个农家书屋，查找
种植养殖资料，学习防疫知识、
卫生常识，比以前方便多了，农
家书屋就是我们的‘充电站’，村
民们都说好！”村民范荣梅探索
尝试生态种养模式，就是受书本
知识的启发，如今在杏虎村，还
有一些村民不会熟练使用电子
产品查阅资料，农家书屋的技术
书籍，就成了他们搞好种植、养
殖的技术依靠。

务工子女的“第二学堂”

谭巷村务工人员较多，一到
周末和寒暑假，孩子们的教育就
成了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

为了丰富这些孩子的课余生活，
谭巷村在农家书屋创新成立“第
二学堂”，聘请网格内的“五老”
人员以及志愿者在孩子们放学
后进行学习辅导和兴趣培训，与
孩子们在活动中交流感情、分享
快乐，受到家长及学生们的喜
爱。

10多年来，谭巷村充分发挥
农家书屋的优势，为广大务工子
女提供学习园地和娱乐场地，给
孩子们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阅
读环境，让农家书屋成为孩子们
课余时间和假期的“精神粮仓”
和“快乐驿站”。

“自从有了书屋，孩子们放
学、放假就有了一个好去处，
文化志愿者为他们进行‘专业
伴读’，不但给孩子们提供一个
学习的课堂，还丰富了他们的课
外知识。”谭巷村退休教师汤敖
成告诉记者。

文化惠民的新举措

立足全国示范农家书屋的
平台，司徒镇在谭巷村、杏虎村
等成立了“网格里的书香”文明
实践项目，通过读书分享、事迹
交流等形式发掘和展示生活中
的文明建设成果，积极引导群众

养成读书习惯，营造浓郁的读书
氛围。同时，各村、社区组织开
展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让
村民享受丰盛的文明实践大餐。

常年开展“我们的节日”“情
‘农’大地 五‘服’临门”等志愿
服务活动，有效营造了“到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站）去充电”的文
化氛围；开展知识竞赛、读书征
文、书谜竞猜等形式多样的惠民
文化活动，进一步培养农民的阅
读习惯；坚持与农村党员教育结
合起来，使农家书屋、党员微家
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达党
和政府声音以及基层党的建设
的重要阵地；结合关心下一代，
为未成年人提供学习辅导材料
和有利于健康成长的课外读物，
建设“向上、向善”的精神家园。

近年来，司徒镇将“全民阅
读”列入为民办实事工程，开展
活动引导群众、吸引群众走进书
屋，让阅读成为乡风文明的一道
风景。目前，该镇共有农家书屋
12 间，实现了 12 个村居全覆
盖。下一步，该镇将继续着力打
造“一村一屋一品”特色，全方位
升级家门口的“文化加油站”。

司徒：书香氤氲网格 文明浸润心田
本报记者 谢超

12 月 3 日，在车站社区的
一处为抗疫而建的临时办公室
内，社区工作人员蔡伟刚、何成
正在紧张工作着，他们的任务
是核对来社区的外地人员信
息、统计上报数据等。

蔡伟刚是社区“两委”委
员，何成是一名入职不久的社
区工作者。疫情发生后，他们
似“兄弟”一般同心协力，日夜
奔波忙碌，守护了一方居民的
安宁生活。

“他是退伍军人，这次闻疫
而战，在疫线冲锋陷阵，我也紧
随其后。”何成说，在防疫中，他
与蔡伟刚默契配合，线上排查
外来人员信息，处理海量数据，

线下上门为居民开展核酸检
测、发放物资，按要求装门禁，
对接居民需求、稳定居民情绪、
普及防疫知识……以“大数据+
铁脚板”，助力社区构筑防疫的

“铜墙铁壁”，同时提升了各自
的工作能力。

前段时间，辖区内银谷苑
的一对老夫妻需要就医，蔡伟
刚立即协同医护人员上门为老
人做核酸，并接老人就医；金谷
苑的一位老人急需药品供应，
他也及时送去了药品，老人们
都十分感动……为了在防疫中
便于及时为居民提供服务，蔡
伟刚准备了四部手机，已经打
坏了两部手机，“我每天接到居
民的电话不计其数，处于疫情
中他们生活不易，即使反映的
事情再小，我也应该当成自己
的大事来办！”蔡伟刚说，有时
他从早到晚忙到水都没有时间
喝一口，上厕所都是跑步去。

“幸亏我当过几年兵，身体底子

好，才在战‘疫’中扛了过来。”
他打趣道。

本次疫情暴发以来，蔡伟
刚和何成一直以社区为家，吃
住在社区，刚开始的几天，他们
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因为
一直在社区防疫，蔡伟刚说已
经差不多3周没有回家，没有见
过上初二的儿子一面了。

据车站社区乡村振兴领航
员胡小锁介绍，车站社区防疫
工作覆盖 22个村、小区及朝华
模具城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
18000 多人，疫情防控环境复
杂，任务艰巨，但是因为有包括
蔡伟刚、何成在内的社区干部
和工作人员，以及广大志愿者
的共同努力，车站社区打赢了
这场疫情阻击战。目前，社区
已经转入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
新阶段，但是蔡伟刚、何成等人
为了社区居民的持久安宁，还
守护在疫情防线上。

战疫“兄弟”守护居民安宁
本报记者 溢真 通讯员 王鹏翔 开宣

树木涂白过冬
树木涂白是园林部门

每年入冬时为树木进行养
护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
涂白不仅可以减少树木水
分蒸发，还可增强树木的防
冻能力，防御病虫害的滋
生。市城管局嘉城园林于
11月25日开启全市树木涂
白划线工作，预计12月中下
旬可完成所有树木的刷白
工作。

（记者 云莹 通讯员
郑斐擎 摄）

就医购药一“码”通行

我市全面推广医
保电子凭证

本报讯（记者 丽萍 通讯
员 史玉华）“我没带卡，有医
保电子凭证可以挂号看病吗？”

“可以的。”昨日上午，市民王女
士在市人民医院就诊时，用医
保电子凭证顺利进行就诊和药
费支付。记者从市医疗保障局
获悉，目前我市正在全面推广
医保电子凭证，医保电子凭证
是全国医保线上业务唯一身份
凭证，市民申领医保电子凭证
后，不用带卡也能看病、购药，
真正实现“一码在手,医保无
忧”的就医体验。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群
众的就医体验正因智能时代到
来而变得不同于以往，看病更
方便，结算更便捷，市民就医体
验不断得到提升。据介绍，医
保电子凭证与实体卡相比，有

“方便快捷、应用丰富、全国通
用、安全可靠”四个突出优点。
其中，在方便快捷上，医保电子
凭证不依托实体卡，参保人可
通过国家医保APP，或通过微
信、支付宝等经由国家医保局
认证授权的第三方渠道激活使
用。在应用丰富上，参保人可
通过电子凭证在医保定点医疗
机构就医，在医保定点零售药
店购药，直接享受相应的医保
待遇。后期医保电子凭证还将
应用于医保查询、参保登记、报
销支付等医保各项业务场景。

“医保电子凭证由国家医保信
息平台统一生成，标准全国统
一，跨区域互认，参保人可以使
用凭证在全国办理有关医保业
务。同时，医保电子凭证通过
实名和实人认证，不但确保了
个人信息和医保基金使用安
全，还可避免因实体卡的丢失
带来补办手续的烦恼。”该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

那么，医保电子凭证如何
申领使用？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下 载“ 国 家 医 保 服 务 平 台
APP”，使用本人手机号注册之
后，进行实名认证并人脸识别，
形成医保电子凭证。以后使用
时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点“医保码”即可。二是
通过支付宝。在支付宝首页搜
索“医保电子凭证”或扫二维
码，选择参保城市，同意协议并
激活，经过刷脸认证后，一键领
取医保电子凭证。以后使用时
直接搜“医保电子凭证”后点“刷
医保”即可。三是通过微信。关
注微信公众号“我的医保”，点击

“医保凭证”中的“激活医保电子
凭证”，验证支付密码后，即可领
取。以后使用时登录公众号，点
击“医保凭证”中的“刷码支
付”。如果微信中不关注公众
号，也可在首页点击“我-服务-
城市服务-医疗-医保电子凭
证-去激活-身份验证输入密
码-授权激活-人脸识别”，激活
成功后“刷医保码”即可。

本报讯 （记者 丽萍 通讯
员 孙国武 孙毅）为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日，由无锡市
文联主办，丹阳市文联、无锡市戏
剧家协会等单位联合承办的“喜
庆二十大 非遗展新枝”锡剧子佑
演唱会在无锡市惠山区文化馆举
行。

据介绍，子佑本名王彬彬，是
我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我市青
年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民盟盟员，
也是镇江市文联骨干文艺人才培
养对象，曾多次被评为我市优秀
文艺工作者。对熟悉锡剧的人来
说，“王彬彬”这个名字大概都不
陌生。被称为锡剧泰斗、宗师的
王彬彬是我国顶级的锡剧小生表
演艺术家，其主演的锡剧《珍珠
塔》历演几十年不衰，乃锡剧最精
华之代表作。周恩来总理还曾称
赞其唱腔抒情优美、柔中带刚、朗
朗上口、字字清晰。而本文的主
人公丹阳“王彬彬”，也正是因为
与锡剧大师同名而爱上锡剧。长
期以来，子佑为锡剧传播和振兴
不懈努力，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绩，尤其是通过抖音等自媒体
网络以及参与各大卫视的电视节
目将锡剧艺术推向全国做出了杰
出的贡献，是一位高人气、戏迷众
多的锡剧青年演员。

演唱会上，子佑和著名锡剧
表演艺术家李桂英以及多位国家
一级演员、锡剧名家名票同台演
出，合作演唱了多个锡剧名段，精
彩的表演令现场观众连声叫好，
气氛热烈。子佑也在现场分享了
他从艺十五年来的点点滴滴。据
悉，这场高质量的锡剧名家演唱
会，吸引了多方关注，也通过网络
进行了直播，江苏公共文化云、抖
音、微站等平台共有近10万人在
线观看了演出，为广大戏迷送上
了一份惊艳、丰盛的锡剧大餐。

“喜庆二十大 非
遗展新枝”锡剧子
佑演唱会在无锡
上演

2022年12月6日 星期二
编辑：陈晓玲 组版：盛艳 校对：周洁 06问政·帮办

●读者咨询：小区申请

维修资金的流程是什么？

答复：根据《民法典》第
二百七十八条：使用建筑物
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
首先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
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
的业主参与表决，然后经参
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
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
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后，方可
使用维修资金。

●读者咨询：身份证丢

失，是否可以使用社保卡、

户口本办理“丹阳老年卡”

的公交卡？

答复：不可以，可去派
出所先办理临时身份证。

●读者咨询：江苏省内

的外地社保卡，是否可以在

丹阳补办？

答复：江苏省内、丹阳
市外的社保卡，可以在丹阳
补办，需先携带身份证至原
先社保卡对应的银行办理
社保卡金融账户的挂失或
注销手续，后携带身份证至
人社局卡管中心进行补
办。临近退休或已退休人
员，考虑到原参保地发放形
式，可能会存在外地的银行
无法将钱打入社保卡账户
内，建议至原参保地补办社
保卡。

●读者咨询：原先自行

缴纳职工养老保险，找到工

作后单位表示会缴纳故办

理了停保，现单位又表示需

要到2023年1月份开始缴

纳，能否补缴之前2个月的

职工养老保险？

答复：职工养老保险：
不允许前补养老保险费，但
允许后延缴纳养老保险费。

●读者咨询：家人之前

在南通缴纳了职工医保，11

月份已办理了停保手续，现

是否能在丹阳缴纳职工医

保？

答复：停保后可以在丹
阳办理参保手续。

●读者咨询：职工医保

断保6个月，继续缴纳后待

遇何时生效？

答复：断保后 3个月内
自己缴费或者新公司帮助
缴费后，社保卡立即可以使
用；超过 3个月自己缴费，
有 6个月的等待期，公司缴
费次月生效。

●读者咨询：城乡居民

医保（原城镇居民医保）的

缴费年限是多少年？如何

查询缴费年限？

答复：男达到 60周岁、
女达到 55 周岁，并且城乡
居民补充保险连续缴费满
20 年时，个人不再缴纳城
乡居民医疗保险费，并免费
享受相应医保待遇。携带
身份证去所在乡镇行政审
批局医保窗口或去医疗保
障局窗口查询缴费年限。

●读者咨询：外地的城

乡居民医保（原新农合）是

否可以转移至丹阳？

答复：城乡居民医保
（原新农合）无法办理转移。

主持人：陈晓玲

■读者反映：

◆新桥农民公园西侧
金贝贝幼儿早教中心门口，
道路上的下水道堵塞，导致
污水外溢，希望相关部门尽
快安排工作人员疏通。

◆城河路五星电器附
近、金虹花园C幢2单元顶

楼外墙的水泥块有掉落情
况，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
关部门到场查看处理。

◆华南新村 59 幢 3 单
元门口的树木比较茂盛，影
响采光，希望相关部门适当
修剪树木。

本期关注 主持人：陈晓玲

12 月 9 日 10:45~11:30，
《行风热线》将邀请丹阳港
华燃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汤新卫走进融媒体中心行
风热线直播室，现场解答、
接受咨询。听众如有用气

安全、客户服务和工程建设
等方面的内容，可拨打节目
直 播 热 线 ：8696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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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市民致电记者
反映，称丹幸路由北向南、
与北二环路交界路口处，路
面破损严重，坑坑洼洼，影
响通行，且一到雨天积水严
重，不少骑车路过此处的市
民都会选择绕行，与机动车
混行在一起，存在一定的安
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至
现场查看，并尽快修复，还
周边居民一个安全的通行
环境。

（记者 陈晓玲 摄）

旧车车牌过户到新车上，
原有的ETC是否可以继续使用？

本报讯（记者 陈晓玲）“前
段时间，我买了一辆新车，将原
先的车牌过户到了新买的车上，
我想咨询一下，原先车上的ETC
是否可以直接装到新车上继续
使用？”近日，市民石先生致电记
者，希望帮忙咨询一下有关部
门，是否能如此操作？如果可以
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

石先生告诉记者，自己的轿
车已经开了十多年了，车牌当时
是自选的，这么多年也有感情
了。所以，在买了新车后，他将

原先的车牌直接过户到了自己
的新车上。“虽然手续有些麻烦
吧，但确实对原来的车牌比较有
感情。”石先生告诉记者，车牌过
户之后，他想着去重新安装一个
ETC，可原先 ETC 办理的是充
值卡，如果重新办理，估计又得
重新办卡，“我想着，这个 ETC
应该是和车牌绑定的，现在我的
车牌过户到了新车上，是不是可
以直接装到新车上使用呢？”

带着石先生的疑问，记者致
电咨询了丹阳苏通卡客服中心，

客服人员在了解情况后表示，如
果新车核载人数与旧车一致，市
民可驾驶新车，携带原先的
ETC，至该中心重新激活，就可
继续使用；如果核载人数不一
样，则需要重新办理。

此外，该客服人员还告诉记
者，如果市民将旧车转卖，放弃
原号牌，则需要办理ETC注销。
如果使用的是苏通卡充值卡，可
携带身份证、苏通卡以及设备等
至苏通卡客服中心办理；如果是
银行卡，则需至所属银行办理。

这座桥上的护栏锈迹斑斑影响市容
相关部门：目前已列入整修计划，近期就将重新刷漆修复

本报讯（记者 陈晓玲）“信
达·香堤国际小区东边的这座
桥，两侧护栏应该是铁管结构
的，这么多年来，铁管表面的漆
基本腐蚀、剥落了，在长期的日
晒雨淋下，裸露后的铁管锈迹斑
斑，也没人来管管，太影响市容

市貌了。”近日，家住该小区附近
的李先生（化名）致电记者反映
了此事，他希望有关部门能至现
场查看，并尽快将护栏重新油漆
一下。

李先生告诉记者，他早上和
晚饭后经常会去桥上和河边的
风光带上溜达溜达。前段时间，
他发现桥上的护栏锈得很厉害，
很多地方的漆都掉了。“前段时
间，有关部门在晓墟河内施工，
不少周边的居民都趴在桥上看，
我也是那个时候才注意到，桥上
的护栏竟生锈成了这样，衣服靠
在上面，就会染上红色的锈迹。”
李先生告诉记者，每天很多人和

车都从这里经过，护栏上醒目的
漆掉了以后不仅难看，而且还会
影响到原有的提示作用，“锈成
这样，早该刷漆了，这座桥其他
地方都挺干净整洁的，就这个护
栏看着碍眼。”

接到反映后，记者随即来到
现场，只见桥面两侧的铁制护栏
已基本生锈，呈现红棕色，只剩
最底部的一层栏杆，依稀看得出
原先上面覆盖着的应该是白色
的油漆。栏杆与栏杆的连接处，
生锈情况更为严重，记者用手指
摸了一下，一层厚厚的红锈剥落
下来。护栏下的桥面地砖上也
染上了雨水冲刷下来的铁锈。

“这座桥的人行道很宽，晚
上散步的时候，原本可以扶着护
栏甩甩手脚运动一下，现在这护
栏生锈成这样，我们也不敢碰
啊，万一护栏有腐蚀的地方，断
裂了，后果不堪设想。”一位带着
孩子在河边风光带内玩耍的市
民说道，“而且，我们也不敢让孩
子靠近护栏，由于这座桥的护栏
没有封闭的部位，孩子靠近的
话，一个不注意就会钻过去，也
是很危险。”该市民表示，护栏锈
迹斑斑不仅影响市容，而且也存
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确实应该及
时修复，同时排查安全隐患。

随后，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
了属地相关部门。相关负责人
表示，会先安排工作人员至现场
查看。

昨日上午，记者接到该负责
人电话，他表示，经现场查看，该
桥护栏确实生锈严重，目前已列
入整修计划，近期就将重新刷漆
修复。

图为桥上护栏锈迹斑斑。记者 陈晓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