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行路文明行路 文明行车文明行车 文明执法文明执法

2 综合新闻
▼

20212021年年1010月月2222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值班编委 佘庆华 责任编辑王玉慧 版式设计 钱海莺

新闻热线：80865301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洪
绍敏 徐悦箫 冯益军） 17日，
长沙镇长堤村迎来了村民们一
年一盼的农民大舞台，丰收的
季节，农民们欢聚在一起，共舞
共乐。据了解，这是长堤村连
续第七年举办农民大舞台。

长堤村舞蹈队是农民大舞
台自开办以来的“御用开场嘉
宾”，已经陪伴农民大舞台走过
了七年岁月。舞蹈队队长张雨
花告诉记者，今年，舞蹈队新增
了健身队成员，队伍进一步壮
大，并创编了新舞蹈《多彩盛
世》，为祖国的强大繁荣起舞。
除舞蹈外，村民们还自行编排
了民乐合奏、乐器独奏等接地
气的节目。

农民大舞台是长堤村村民
展示自己的舞台。形式多样的

文艺节目精彩纷呈，体现了村
民们丰富多彩的精神娱乐生
活。为了体现乡村特色，大舞
台还专设了劳动技能竞赛，发
扬农民勤劳朴实的传统作风。

近年来，长堤村大力推进
乡风文明建设，一方面，不断
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
施建设，组织村民自建文化队
伍开展各类文艺活动，多形式
丰富村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另一方面，还鼓励村民们一同
建设美好家园，提升村民幸福
感、满意度。丰富多彩的农民
活动是展现村民精神风貌的重
要平台，通过这样的活动形
式，把先进典型展现出来，树
立时代楷模，使更多的人向模
范人物学习，使乡风文明建设
取得实效。

长沙镇长堤村

农民大舞台 丰收乐开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曹磊 特约
记者 周霞）连日来，掘港街道以生态振
兴为抓手，吹响农村水环境提升暨老集
镇专项整治百日攻坚集结号，各村、社区
迅速行动，重拳出击，成效明显，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群众获得感也明显提升。

站在童北站十字路口，看着整洁的
街道，畅通无阻的人流，银杏村党总支

书记朱正刚感慨不已。童北站属于老
集镇，位于城南工业园区内，多年来，马
路市场、店外店现象十分严重，周边村
民也是怨声载道。掘港街道百日攻坚
战行动开展后，这个村迅速行动，仅用5
天时间就闪电拆违78户5000多平方米
的违章建筑，取缔流动摊贩 50多处，乱
搭乱建、占道经营、交通堵塞等困扰多

年的老集镇顽疾得到根治，“有现在的
景象真的很不容易，其他的三棚、部分
违建也已经全部拆除，正在做河道打
桩、路灯、小游园等配套设施的设计，到
时候两边老百姓生活污水也将全部收
集。”朱正刚说。

截至目前，掘港街道 5个老集镇已
完成拆违治乱工作量的 75%。此外，在
水环境治理方面，各村、社区也是卯足
了劲。在洋岸村老港河桥下，村民李明
十分高兴地说，原来这里有一位独居老
人，由于其生活习惯不好，导致周边环
境十分糟糕，这次村里不仅拆除了违建
房屋，将老人家妥善安置，还计划在这
里建一处休闲小广场，对此，周边村民
都十分满意：“完全变了样子，你看，这

水多清啊，村里真是办了实事啊”。
洋岸村党总支书记曹瑞华介绍说，

村境内河流交错，组成了农村水网的神
经末梢。但污水横流、网簖拦河普遍，
使得不少河道水体交换不畅，几乎丧失
自净能力，抓住此次百日攻坚的契机，
村里通过治源、治污、治本，坚持河岸共
治，让“一时清”变“时时清”，水环境整
治成效十分显著，“目前总共整治了九
条河道，接下来，我们要种植绿化，打造
生态河，真正达到水环境整治效果，还
要想方设法实现长效管理。”

截至目前，掘港街道各村已清除地
笼、网簖、网箱455处、乱堆乱放175处、
积存垃圾405吨；拆除河道三棚374处、
两违59处，清理河坡89公里。

11月 1日 8:00-17:00 为
了南通如东 10kV港埠线王渡
村 413号配变新建工程、南通
如东 10kV 港南线 40 号杆至
110-14-15 号杆等支接线路
维修施工，需计划停电。10kV
港南线 0号杆至 10kV港南线
94号杆排南村 1号分段开关
线路段；10kV港桐线0号杆至
10kV港桐线 57号杆马南村 2
号分段开关线路段；10kV 港
埠线 44号杆通远桥 1号分段
开关至 10kV 跨港线 137-11
号杆搭头线线路段停电检修。

11月 2日 7:30-15:00 为
了 20kV富西线、20kV富发线
开关租赁项目施工，需计划停

电。20kV富西线 1号杆富强
变 7号分段开关至 20kV富西
线 1 号农科化工环网柜分段
16开关线路段；20kV富发线1
号杆富强变 8 号分段开关至
20kV富发线 1号道蓬科技环
网柜分段 16开关线路段停电
检修。

11月 2日 7:30-18:30 为
了南通如东10kV袁河线95+2
号杆至 95+16号杆等支接线
路抢修施工，需计划停电。
10kV袁河线89号杆搭头线至
10kV 铁果门村 4202/4236 联
络开关线路段停电检修。

如东供电公司
2021年10月20日

计划检修停电通知
(20211005b)

掘港街道打响农村水环境提升暨
老集镇专项整治百日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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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在河口镇如东爱建
家庭农场的 600 亩稻田里，联合收
割机正在田间来回穿梭，抢抓晴好
天气，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受前期
风雨影响，农场水稻出现不同程度
倒伏，农场组织工人及时处理倒伏
的水稻，最大限度挽回损失。目前
已经抢收水稻近 200 亩，卖出水稻
110吨，收益近30万元，再有十天左
右可全部收割完毕。

全媒体记者 杨丹 吕二函 宫
向群 摄

“我们要两手交叠，把手臂绷直，将
左手手掌根贴在病人两乳头连线中点
上，然后开始数数，01、02、03，一直数到
27、28、29、30。”近日，县人民医院护士
冒美云作为家长志愿者，来到县友谊路
小学，参加学校“家长进课堂”活动。

在 306教室里，冒美云认真地将心
肺复苏急救知识的各个操作要领，向学
生们逐一讲解，并指导学生利用人体模
型进行心肺复苏操作练习。“急救技能不
仅仅是医务人员需要掌握的，孩子们也

要学起来。”冒美云告诉记者，“今天，孩
子们的学习热情很高，他们当中或多或
少都了解一些在模拟操作中动作规范。”

“今天我们学到了很多急救知识，我
还亲自在模拟人身上进行了操作，小冒
阿姨教我们心脏按压的姿势、按压的深
度和频率一定要准确，要不然就会影响
抢救效果。”县友谊路小学三年级学生张
惠妍笑着说，“这次的体验真特别！”

“我今天讲的是有关防拐防骗的安
全知识，想让孩子们知道在平常生活中
如果遇到这类情况，自己该怎么办？”学
生家长郭政表示，“我们每个家长有着
不同的职业，把自己熟悉的领域的有关
知识带给孩子，可以开阔他们的视野，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

当天下午，一至三年级的 18个班
级同步开展家长志愿者进课堂活动，18
名来自不同行业的家长志愿者根据自

身专业和特长，精心备课，准备了丰富
多彩的图片、视频资料和教具，为孩子
们带来了插花课、认识人民币、乐器欣
赏、邮票知识、护眼知识、手指画等精彩
课程，深受孩子们的欢迎。“我今天在家
长课堂上学到了很多知识，比如如何管
理好自己的课余时间，做好口腔卫生，
吃饭要细嚼慢咽等等，让我受益匪浅。”
县友谊路小学三年级学生王钰沙说。

“‘家长走进课堂’，给孩子们的课堂
注入了新的元素，让孩子们在讲台上，看
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老师，学到了课本以外
的知识。”县友谊路小学副校长黄菊香告
诉记者，为了丰富学校课程，营造多元的
成长环境，发挥家长参与学校办学的积极
性，县友谊路小学从去年9月份开始，建立
了“生长课程+”课后服务课程体系，利用
各种资源，开发了家校共建课程——“智
慧家长进课堂，家校融合助成长”系列实

践体验活动，为每位学生搭建优质的平
台。通过精彩纷呈的“课堂盛宴”，不仅开
阔了学生的眼界，也弥补了学校教育的短
板，更能增进家长与学生、老师和学校之
间的感情，促进家校和谐关系的构建。截
至目前，家长进课堂活动已经开设了6期。

“我们每期都会在各班招募‘家长
志愿课堂’的家长志愿者，没想到家长
们都非常积极热情，纷纷报名参加。与
上学期有所不同的是，我们这学期打破
班级的界限，让家长志愿者流动起来，
实现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黄菊香表
示，这学期学校除了开设“家长进课堂”
外，还让孩子们走到了父母的工作岗位
上，去体验他们的工作，“我们希望学校
的家校共建课程能够做得更加有深度、
有广度、有亮度，架起家校沟通的‘连心
桥’，多措并举，实现家校共育‘同频共
振’，为孩子们的快乐成长助力添彩。”

“家长进课堂”实现家校共育“同频共振”
□ 全媒体记者 袁嘉翊 姜宁惠

“以前晚上下班经过这里，黑灯瞎火
的，看不清路面，就怕电瓶车磕上石头之
类的摔一跤，现在好了，路灯一亮，路面
照得清清楚楚的。”傍晚，途经海河路的
王女士告诉记者，海河路位置偏僻，建成
通车后一直没有安装路灯。今年 5月
份，如东经济开发区将该路段绿化、照明
工程纳入首批“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清
单，用时两个月新建路灯 28盏，新增绿
化面积约 25000平方米，切实满足了周
边居民和企业的出行运输需求。

学史力行，实干为民。在党史学习
教育中，如东经济开发区以“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为抓手，聚焦基础教育、基
础设施、生态保护、慈善医疗等民生领域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梳理出推动教育资
源优化、关爱困难弱势群体、改善人居环
境等两批共计34项民生项目清单，立足
便民利民、实用管用，先后实施了一批惠
民工程，让“项目清单”成为“民生清单”，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截至目前，34项民生工程已累
计完成22项，其它12项正在按序时推进。

为切实减轻广大群众大病住院医
疗负担，如东经济开发区深入推进“民善
康”慈善医疗互助工程，按照项目实施方
案，区内居民每人每年捐 50元，县慈善
总会和区政府再配捐每人100元。捐款
参加“民善康”的住院居民，在居民医保
或职工医保报完后，符合条件的，可享受

单次300元至3万元不等的二次补助，并
且不限次数，每年每人累计最高补助20
万元。截至目前，区内社区已有1927人
参保，其中，有 114人次已完成报销，累
计发放救助金28万余元。

安置房建设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今年，如东经济开发区将永新北苑
北区安置房四期项目列入“我为群众办
实事”项目清单，计划投资约4.93亿元开
工建设10栋住宅楼，一栋社区服务中心，
配套588套安置房。据了解，目前，该项
目基础工程施工已过半，计划 2022年 1
月6日前通过基础工程验收，2023年底前
交付使用。“民生无小事，建好安居工程，
让安置户早圆安居梦，就是在为幸福城
市建设‘添砖加瓦’。”南通开元投资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鹏程说。

在重点关注群众看病、安置等热点
问题之外，如东经开区还聚焦群众反映
较为强烈的烦事、琐事、难事，强力推进
各项民生工程，着力补齐民生短板，不断
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实施永新南苑小区
天然气管道项目，在别墅区铺设1150米

长的天然气管道，覆盖居民 91户，目前
已全部接通；实施黑臭水体整治项目，对
辖区内14条黑臭水体进行集中整治，目
前已全部完成清淤和清杂工作，区域水
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投资 700万元实施
松花江路污水管网新建工程，安装
D1000污水管道，进一步提高全区污水
收集、处理能力；投资1.58亿元实施教育
资源优化项目，建成6轨36个班的如东
经济开发区小学，全力改善区域教育教
学基础设施……“孩子上学近了，看病不
愁了，小区用上天然气了，地下排水畅通
了，环境也更美了……”说起一系列民生
工程带来的改变，永新南苑小区的住户
徐大爷滔滔不绝，“这些变化我们老百姓
看得见、用得上、享受得到，真正是好！”

如东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
委会主任陈五霞表示，下阶段，该区将继
续把解决群众的所思所盼，作为日常工
作的努力方向，定人定责定时完成“我为
群众办实事”项目清单的全部内容，以实
实在在的成效践行为民承诺，努力建成
幸福园区。

时间：10月18日上午9点22分
地点：县城通海路附近
不文明现象：绿化带内乱扔垃圾

如东经济开发区扎实推进惠民工程——

把“项目清单”变成“民生清单”
□ 全媒体记者 徐书影 单佳凯 陈斌

时间：10月18日上午10点18分
地点：县城通海路附近
不文明现象：流浪犬出入；居民养犬不牵绳，任由犬只

在附近活动，存在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