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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县各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县教体局相关领导走进栟
茶中学观摩学习“课间拳”。排列整齐的方阵、干练有力的招式吸引了
高级现场人员拍照记录。“课间拳”是栟茶中学的自创拳法，创于 20世
纪 80年代，以武术长拳为基础，由武术攻防动作组成，可以单练、集体
练并配以音乐完成，旨在让学生在课余时间进行练习，调节身心、强身
健体。 全媒体记者 朱文婷 陆和煦 通讯员 缪艺新 摄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具
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决议全称是什么？
大家举手回答……”阳光洒在靠泊在
码头的苏如渔养 08327船甲板上，冬
日的刘埠国家一级渔港格外澄净。上
岸休整的 30多名渔民和渔港工作人
员齐聚一堂，听百姓名嘴围绕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宣讲。

背靠大海开设的这场别开生面的
“蓝色课堂”，是我县开展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宣讲采取的“特别行
动”。为了让全会精神入脑入心，我县
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受众的具体特征
设置不同场景，开设以红色、绿色、蓝
色、金色、银色形象化命名的“五彩课
堂”，让党的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加

“出彩”。
“红色课堂”，用好红色资源上党

课。如东是革命老区，连日来，全县各
级党组织用好“家门口的红色资源”，
组织党员前往革命烈士陵园、反清乡
斗争陈列馆、马塘革命烈士纪念馆、耙
齿凌战斗纪念馆、如东第一支部纪念
馆、党校主题教育馆等红色基地，开展
六中全会精神宣讲活动。走进如东县
委党校主题教育馆，习近平总书记题
写的“壮志凌云”四个大字赫然在目。
馆内敬仰厅一张张图片、一段段视频，
生动呈现了百年奋斗的经典时刻。“这
次全会最大的亮点就在于两个确立，
这是民心所向，是时代的召唤，也是历
史的选择。”在县委党校教师为六中全
会精神宣讲备课的同时，县委党校三
级调研员吴金明利用学校的红色教育
资源，先给全体教职员工上了一堂理

论宣讲课。
尽管平常就在党校工作，但以“学

生”身份聆听宣讲，党校教师蔡琪还是
有了不一样的感受，“我深深为党百年
奋斗取得的历史成就感到震撼。我将
继续抓好调研和科研工作，加强对重
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把学习的收获转
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让全
会精神落到行动。”

“绿色课堂”，深入绿色企业送服
务。“在强大的政治引领下，能源业发
展更清洁、更美丽，在碳达峰、碳中和
大背景下，绿色能源产业迎来前所未
有的‘风口期’……”近日，由县发改委
牵头组织的“绿色课堂”，把六中全会
精神宣讲送到企业一线。江苏交控如
东H5#海上风电项目是如东在建的省
重特大项目子项目，目前已实现全容
量并网发电，日上网电量257.5万千瓦
时，成为如东能源产业发展的又一节
点性项目。“听完宣讲让我们更有信
心，未来企业将深耕如东能源产业，全
力践行绿色发展！”企业负责人沈启海
信心满满地说。

我县的滩涂和海岸线分别占全省
的1/7、1/9。全县以风力发电、风电装
备制造、LNG接收储运为主体的新能源
产业，年应税销售已近600亿元，绿色能
源产业成为最大产业板块。推动绿色
发展，同样离不开机关部门的协同服
务。“我们要加强对绿能企业的扶持力
度，引导企业开展节能改造，以机关干
部自身的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推进各领域节能增效，提早实现双碳目
标。”县发改委行业科科长张波表示。

“蓝色课堂”，政策理论传播上船
头。“有了党的领导，海洋生态越来越
好，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高，渔民人均
年收入已经有十五六万元了！”在刘埠
渔港渔船甲板上听完全会精神宣讲，
渔民周建华意犹未尽。他说，自己 19
岁就上船捕鱼，几十年吃的都是渔业
这碗饭，亲身感受到生活水平的巨大
变化。通过了解党的最新政策理论，
更加增强了渔民兄弟们永远听党话、
坚定跟党走的决心。

目前，刘埠渔港常年入港渔船200
余条，600多位渔民在海上作业。随着
我县生态保护工作的持续深入，“海洋
牧场”的经济效益日益凸显。“渔民们
平时都在大海里从事生产，学习党的
理论知识不方便，我们希望让党的理
论宣传形式更接地气。”苴镇街道党工
委组织委员张飞飞介绍，南通外向型
农业综合开发区（苴镇街道）近年组建
了刘埠渔港党建联盟，这个联盟由掘
苴新闸党支部、附近的渔业村和渔业
公司党支部的党员同志一起组成，通
过党建资源共享、活动同办，常态化将
党建工作开展到船头码头，用理论宣
讲“蓝色课堂”引领渔港高质量发展。

“金色课堂”，寓教于乐宣讲进景
区。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红
色故事等串联成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
大餐，吸引景区游客们驻足观看。近
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将六中全会
精神宣讲送进小洋口旅游度假区林克
斯温泉乐园。乐园集“海洋温泉、海鲜
美食、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休闲旅游、
健康疗养”为一体，占地 27亩，总投资
近3亿元，今年4月份开放以来已吸引
近 10万人次前来观光旅游。“新颖的
授课形式，丰富的课堂内容，游客们喜
欢听、听得懂、用得着，在游玩的同时
享受理论大餐，很有意义。”洋口镇副

镇长彭海惠说。
连日来，在我县绵延近百里的黄

金海岸，针对旅游观光游客开设的“金
色课堂”精彩纷呈。县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局长张杰介绍，我县正在全力以
赴推进“南黄海最美海岸带”建设，栟
茶古镇、小洋口旅游度假区等旅游基
地已逐渐对外开放，今后将组织百姓
名嘴、文化名人深入更多的景区景点，
通过多种形式将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如东地方党史故事送进旅游基地，
充分调动游客热情，打造好党的理论
宣讲“金色课堂”这张名片。

“银色课堂”，重温滚烫初心再出
发。虽然是周末，但当“百姓名嘴”单
国峰携带备课笔记来到县老年大学
时，数十位老干部、老战士、老教师已
经早早在教室里等候。通过大家喜闻
乐见的“微宣讲”形式，单国峰回顾了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站起
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光辉历程，分
享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心
得。“我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定能够带领
中国人民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黄
八贵是一位退休国企老员工，六中全
会公报一公布，他就转发至自己的朋
友圈、战友群、同学群，课堂上，他更是
主动站起来分享体会。

“银色课堂”让银发生辉。我县是
中国长寿之乡，老骥伏枥的如东人老
有所为，近年来，霜桥晚晴小老人帮助
老老人、银发民乐队等走村入户开展
志愿服务，由“五老”组成的银发宣讲
团成为中小学生的良师益友，他们资
助捐学、义务辅导，涌现了一大批银发
典型。“咱们老干部一定永远听党话，
跟党走，重温初心再出发，继续发挥退
休不褪色的模范带头作用。”退休老干
部傅国成说。

“五彩课堂”让党的理论宣讲更“出彩”
□ 全媒体记者 陆昊 曹建明 茅晨华 洪绍敏 缪姗姗

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6 日，南通倍得满家具有
限公司组织 80 多名员工集中
献血，当天累计献血近 3 万毫
升。据了解，目前，血库内各血
型 的 储 存 量 在 40 个 单 位 左
右。截至目前，今年全县献血
人次接近9000人，献血量总计
270万毫升，与往年相比，今年
献血量略有提升。

全媒体记者 季湘婷 姜
宁惠 高瑾敏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慧 李
晨逸 陈斌）又到了一年一度草莓上
市的季节，位于苴镇街道金凤村 5组
的季大姐家庭农场也迎来了今年第
一波草莓采摘期。

走进季大姐家庭农场的草莓种
植基地，大棚内暖意融融，一排排草
莓长势喜人，温暖的阳光透过塑料大
棚照在鲜嫩的草莓上，远远望去就像
一颗颗闪闪发光的红宝石，让人垂涎
欲滴。农场主季敦平正在细心查看
草莓长势。和往年一样，农场今年只

种植了“红颜”和“章姬”这两个最受
追捧的草莓品种。

记者了解到，由于今年气温较
高，导致农场的草莓普遍开花偏晚，
且开花率偏低，草莓前期产量相较往
年有所降低，价格偏高。目前，季大
姐家庭农场每天仅有 25公斤左右的
草莓出售，每公斤市场零售价 110
元。尽管价格上涨不少，但刚上市的
草莓鲜甜可口、口感极佳，成了不少
人心目中的冬季“新宠”，供不应求。

“今年气候暖，种得早的一批没开花，

种得晚的一批反而已经开花结果，有
的已经成熟了。”季敦平说，“今年苗
情也不好，很多人家都出现了死苗的
情况，没有果子出，这也导致今年草
莓价格上涨。”

季敦平告诉记者，这种状况预
计在春节前后将迎来好转，届时产
量会逐步提高，进入采摘高峰期，价
格也会有所下降。虽然受到气温、
苗情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却丝毫没
有打乱季大姐家庭农场的管理节
奏，工人们也趁着晴好天气抓紧进
行田间管理。季敦平也对自家农场
今年的草莓收成寄予厚望，“产量应
该还是比较高的，一张棚起码有
2500公斤。”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曹磊 特约
记者 周霞）“大家伙儿动作稍微麻利
一些，着急要货呢！”近日，位于掘港街
道天星村的如东云平家庭农场蔬菜大
棚内，几位工人正忙着给青蒿菜剥叶，
动作娴熟，忙而不乱，农场负责人张云
平在一旁催促着。他告诉记者，目前市
场对于出口蔬菜的需求非常高，青蒿菜
的叶子必须及时剥离，根据规格不同，
菜叶的价格分为每片0.13元、0.09元、
0.07元三个等级。“你看，今年的菜长得
又大又绿，他们收过去，几天时间就会
运去日本，算下来，每张棚的收益能达
到6000元。”张云平高兴地说。

天星村是远近闻名的蔬菜种植
村，眼下，一张张大棚外寒风凛冽，但

棚内却是热火朝天，村里的种植户们
都忙活开了。

张云平原先是出租车驾驶员，种
菜算是半路出家。不过，经过多年的
摸爬滚打，张云平已经成为行家里
手，在大棚种植户一味扩大种植面积
的情况下，他却将140张棚减少到120
张，经过筛选，种植了青蒿菜、大叶渍
菜、扁豆、油皮丝瓜四个品种，“近些
年有个不太好的现象，就是农场主们

的面积一个比一个大，但收益又很一
般。而我觉得种植就是要根据市场
需求来，品种要适销对路，不能盲目
跟风。”

天星村里忙活的可不止张云平，
安徽种植户汪丰收正忙着和工人安装
蔬菜大棚，期盼着来年有个好收成，

“今天我请了六七个装棚师傅来帮忙，
这是我新流转的20多亩地，上半年会
种西瓜，下半年种哈密瓜、辣椒。”2012

年，汪丰收来到天星村种植西瓜，起初
为了防止西瓜重茬，他采取一茬西瓜、
一茬西兰花的方式轮茬作业，后来又
尝试着种植草莓和哈密瓜，他给记者
简单算了一笔账：哈密瓜每亩种植700
株，每株只结一只瓜，每只瓜在8斤左
右，按市场平均价格，每亩收入超1万
元。“一眨眼来天星村种菜已经9年了，
村里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好，咱们也是
越干越起劲儿。”汪丰收开心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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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鲜”上市

大棚草莓迎来采摘第一波

青蒿菜正上市

天星村出口蔬菜采摘忙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高
瑾敏 吴梦凡） 近日，县消防救
援大队联合县公安局、住建局
等相关部门，对已投入使用的
密室逃脱类场所（剧本杀、沉浸
式体验馆等特定受限空间场景
内进行真人逃脱、情景剧类活
动的场所）开展联合专项排查
整治。

据悉，我县已投入使用的密
室逃脱类场所共 7家。根据摸排
检查情况，县消防救援大队针对
这类场所存在的安全隐患，如可

燃性材料装修、应急照明等各项
设施，已责令经营者限期整改，并
开展了相关消防安全培训，落实
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确保建筑消
防设施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安全
出口畅通。

县消防救援大队参谋薛德沅
提醒广大市民，冬季来临，经常前
往密室逃脱、剧本杀等封闭场所
的顾客，一定要提前熟悉场所的
人员疏散通道、逃生通道，一旦突
发火灾，要沉着冷静应对，避免不
必要的伤亡。

多部门开展全县
密室逃脱类场所专项整治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徐建
彬 通讯员 季小文）近日，《新华
日报》、《扬子体育报》、江苏广播
电视总台等多家省级媒体记者来
到岔河小学，就学校开展“一校一
品”大力推广足球运动的做法作
专题报道。

岔河小学是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和南通市“全
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先进单
位。从 2010 年开始，学校就大
力推广足球运动，建起了一个 7

人制足球场和两个 5 人制足球
场，每天上午和下午的课间操
时间，学生们都会跳自编的足
球操和足球舞。作为南通市运
动学校的足球训练基地，学校每
年还会举办两次 5 人次足球比
赛，并正常举办学校间的足球文
化交流比赛。近年来，学校足
球队多次夺得南通市小学足球
比赛冠军，并向市级及以上体
育训练部门输送了 30多名优秀
足球运动员。

省级媒体关注
岔河小学“一校一品”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袁嘉
翊 姜宁惠 高瑾敏 吴梦凡）近
日，长沙镇居民范小军将一面印
有“人民卫士 破案能手”的锦旗，
送到县公安局长沙派出所交通管
理中队民警手中，对民警帮助他
找到交通事故逃逸者表示感谢。

据悉，10 月 26 日早上 5 点
多，县公安局长沙派出所交通管
理中队接到群众报警，称在
G328国道长沙镇辖区发生一起
摩托车与电瓶车碰撞的交通事
故，两位八旬老人受伤，肇事摩
托车驾驶员逃逸。接警后，民警
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立即联
系 120急救车，将老人及时送往
医院救治。随后，民警调取事故
发生地周边的视频监控录像，发
现肇事者和车辆信息模糊不
清。“我们后来去中医院了解情
况，但是老人家年纪大了，很多
信息记不清。我们就回到事发

附近，细心排查、走访，但是由于
事故发生时间太早，没有目击
者。”县公安局长沙派出所交通
管理中队中队长方朝霞告诉记
者，“虽然排查有一定的难度，但
是百姓无小事，一定要查到，给
老百姓一个交代。”

经过 18天的寻找，警方终于
将肇事逃逸者找到。“老人虽然现
在已经出院了，但毕竟造成了伤
害。现在肇事者找到，对老人家
也是一种心理安慰。我们就想送
一面锦旗来表达我们的心意，感
谢长沙中队民警们这么长时间以
来的付出。”范小军说。

“这段时间虽然很辛苦，但是
我们的付出还是值得的。我们是
人民警察，就要把人民的事情全
力做好。”方朝霞还提醒居民，一
旦发生交通事故，尤其是发生伤
人事故后，不能逃逸，应该第一时
间拨打120和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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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逃逸终落网 居民致谢送锦旗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冯益
军）近日，洋口港临港工业区三
期北堤路堤顶道路二期工程快速
推进，目前路基处理及底基层的
施工已完成，占总工程量的 40%，
眼下已进入路基水泥稳定碎石施
工阶段，预计明年 3月通过竣工
验收，交付使用。

该工程为沿海生态景观带建
设项目，全长约 7.8公里，总投资

2800万元，由南通晨港市政有限
公司承建。临港海堤堤顶路是连
接洋口港腹地及阳光岛集散的重
要交通道路，也是渔民下海的主
要通道。起点接临港工业区三期
北堤路，终点与大豫镇豫东海堤
堤顶路相连结，按三级沥青路面
公路标准建造，道路横断面宽度
为 8米，建成后将与洋口、大豫堤
顶道路全面形成等级贯通。

洋口港临港海堤
堤顶路建设快速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