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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上午，城中街道碧霞社区邀请掘港
小学师生为辖区来往居民写春联、送福字，
提前送上春节祝福。

全媒体记者 杨丹 李长华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曹雯
雯 曹磊 包玉龙）大豫是一片
具有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峥嵘
岁月铸就了历史的丰碑，留下了
薪火相传的红色革命印记。20
日下午，“红色驿站”在该镇桂芝
小学揭牌，大豫爱国主义教育又
添新阵地。

据了解，桂芝小学是一所红
色的学校，由英雄好儿女夏桂芝
在抗战的烽火中创办。年轻有
为的夏桂芝不畏艰辛、自强不
息，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坚持办
学，后由于叛徒的出卖，不幸被
捕牺牲。为赓续红色血脉，学校

建起桂芝馆，把学习和弘扬夏桂
芝精神作为对学生革命传统教
育的内容，学校多次被评为如东

“红色文化进校园”先进单位。
接下来，学校将建设好、利用好
红色驿站这一平台，不定期开展
丰富多彩的红色活动，讲英雄故
事、表演课本剧、传唱红色歌曲，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当天，大豫镇老干部还为该
镇近 40名学生发放助学金。十
多年来，该镇老干部党总支每年
都会开展捐资助学活动，对贫困
学生实现应助尽助，不让一个学
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缪姗
姗 王芊懿 实习生 杨胜楠） 19
日下午，掘港街道 2022 年党员
冬训系列活动“书吧微课堂理论
大家讲”走进古池社区裕华苑小
区，用乡音传党音，乡音议振兴，
把深奥理论转化为广大基层党
员群众能接受、听得懂的“简
谱”。

活动前，小区党员代表、物业
公司党员参观了城市书吧，在错

落有致的书架间，崭新的图书有
序摆放，静谧、舒适的阅读氛围让
人流连忘返。在社区书记的带领
下，大家重温入党誓词，聆听百
姓名嘴姜扣林讲述自己的初心
故事，交流讨论了如何改善小区
物业管理。活动通过小切口理
解大主题，通过小故事明白大道
理，让大家“听得懂、学得进、用得
上”，努力把党的思想理论讲得通
俗易懂，让冬训更接地气。

民生民生民生“感谢‘天使妈妈’对我的呵护和
关爱！您给我的礼物我收到了，真的
太感谢了！”近日，位于陕西汉中市南
郑区的黄官中学举行了如东卫健“天
使妈妈团”“山海有约 天使有情”暖心
物资发放仪式，5名受助学生收到了

“天使妈妈团”送来的学习用品、生活
用品。校长任喆代表学校向她们的善
行表示衷心感谢，他寄语在场学生，要

把“天使妈妈团”的关爱化为奋发学习
的动力，树立远大的奋斗目标，培养拼
搏精神，珍惜美好的学习机会。

因为缘分，江苏南黄海畔的如东和
陕西龙头山边的南郑牵手成为帮扶区
县；因为机缘，如东卫健系统“天使妈妈
们”在南郑基层医院挂职、工作、考察、
慰问期间接触到家境贫寒的特困生、孤
儿心生怜爱；因为责任，卫健系统“天使

妈妈们”自发主动汇聚在一起，集聚爱
的星火，温暖山这边的孩子。

据悉，“山海有约 天使有情”如东
卫健天使妈妈暖心工程，是卫健系统
女性党员干部职工群体自发组织，以
帮扶南郑区卫健委指定的贫困学生、
孤儿为重点，利用专业特长和自身资
源，充分发挥博大母爱，切实为孩子解
决生活贫困、亲情缺失等实际问题，促
进孩子健康成长，为陕西南郑地区的
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献出绵薄之
力。如东卫健天使妈妈团团长、县卫
健委副主任彭小丽告诉记者，“天使妈
妈”要肩负起帮扶南郑地区孤儿和贫
困儿童的责任，解决这一特殊儿童群
体生活缺乏支持、心理缺乏关爱、学习
缺乏帮助等问题，掌握帮扶孩子的家

庭背景、思想表现、学业成绩、日常行
为，要帮助孩子解决生活、学习、思想、
身体上遇到的困难，给予他们母亲般
的关爱，使他们感到“心有人爱，身有
人护，难有人帮”，使他们能像正常家
庭的孩子一样生活幸福、学习进步、思
想健康、人格健全，各方面都能得到良
好的教育与管理，引导他们健康成长。

“接下来，我们还将开展一系列活
动，互相认识、互相了解、真情互动，经常
与班主任或任课老师取得联系，了解孩
子的学习情况；与监护人沟通，了解孩子
的生活和身心健康情况。每月定期以
电话、视频等形式与孩子和监护人联
系。保障帮扶孩子学习用品、学习资料，
一年四季基本衣物，上学期间的餐费及
每天一个鸡蛋、一袋牛奶。”彭小丽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张
予钦 朱宇晔） 冬季来临，诺
如病毒又出来“兴风作浪”，短
短一周内，县中医院儿科主任
蔡抗援门诊日接诊诺如病毒
感染患者从几例增至 30 余
例。

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
炎的最常见病原体之一，秋冬
季为诺如病毒高发季节，学龄
期儿童感染更为常见。感染诺
如病毒后，潜伏期一般 1 至 2
天，最常见的症状是腹泻和呕
吐。“家长不必过于担心，诺如
病毒感染是一种自限性疾病，
一般情况下无需特殊治疗，多
喝水，维持水电平衡，绝大多数
患儿一周内可完全康复。”蔡抗
援同时表示，若孩子出现强烈
的呕吐与大量腹泻或剧烈腹

痛、尿量减少、持续高热、精神
不好等症状时，家长应带孩子
及时就医。

诺如病毒以肠道传播为
主，通过污染的食物、水传
播，也可经接触患者排泄物
和呕吐物，经污染的手、物体
和用具、空气等方式传播。
在密闭场所中，诺如病毒传
播速度很快，常常在学校等
场所聚集性发病。然而，目
前还没有针对诺如病毒的疫
苗，也没有特效药物。因此，
做好预防尤为重要。蔡抗援
建议，家长要让孩子勤洗手，
不吃生冷不洁食品。对于学
校而言，要做好消毒措施，尤
其对于诺如病毒患者的呕吐
物，一定要用各类消毒器具
按照规范进行处置。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袁嘉翊 姜宁惠） 股骨头坏
死是公认的一大疑难病，致
残率极高，目前发病趋势呈
现年轻化。近日，县中医院
采取“中医中药+精准介入”
的治疗方式，成功治愈一例
股骨头坏死患者。医生提
醒，如果居民有髋关节疼痛
问题，切不可自行运动或者
随意按摩，一定要到正规医
疗机构就诊。

家住丰利镇的吴女士，退
休后本该安享生活，但她却饱
受髋关节疼痛的煎熬，诊断发
现她双侧股骨头坏死，她辗转
多家医院，病情仍不得缓解，
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整日痛苦
不堪。“每天都感觉腰下面像
挑了几百斤的担子一样，不好
走路，疼了有一年的时间了。”
吴女士告诉记者，现在她通过
特色物理治疗及中药内服外
用，同时介入微创手术改善股
骨头血液供应，促进股骨头修
复和新生骨形成，目前髋关节
疼痛消失，也不再服用镇痛药
物。“一共是三次介入治疗，第
一次做了之后就有效果了，里
面明显感觉没有牵扯感，现在
第二次已经做好了，再做第三

次。我现在腿又能走路了，太
高兴了。”

据了解，造成股骨头坏死
的原因包括长期饮酒、激素类
药物应用、创伤等。发病的机
理主要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向
股骨头供应血液的血管发生堵
塞，使股骨头水肿、坏死，继而
关节软骨损伤、股骨头塌陷。

“股骨头坏死是由于股骨头血
液循环障碍而导致缺血性坏
死，介入治疗可以找到堵塞的
血管，并直接将溶栓剂、血管扩
张药物直接注入骨头的供血动
脉，疏通堵塞的血管，改善股骨
头的血液供应，增加侧支循环，
促进坏死骨质的吸收和新生骨
的形成。”县中医院介入科主任
刘瑶说。

髋关节是人体最大的承重
关节，对于股骨头坏死患者而
言，保护好股骨头以免发展到
永久性受损、变形对保护日后
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居民如
果有了关节疼痛或者腰腿痛，
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专科医
生，不能拖延。一旦拖得时间
长了，就会失去最佳治疗时机，
所以居民发现患病需尽早就
诊。”县中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
花红兵说。

股骨头坏死呈年轻化
切忌盲目“一拖再拖”

创业就业干起来

身边的身边的感动感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颖石 高
玉霞）近年来，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
已成为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带动就业
创业的重要途径。去年，我县针对失
业人员积极探索“互联网＋就业创业”
模式，着力培养电商人才，在县域范围
内先后开设电子商务培训班共 15期。
为掌握培训人员的电商学习成果，近
日，县人社局协同如东实用技术学校
对学员进行登门回访，并提供一对一

专业指导。
“这些都是本港大带鱼，都是三四

指宽的，非常新鲜。”见到缪绢花时，她
正在冷库里忙着拍品、上传，成箱打包
好的海鲜礼品盒等待着发货。眼下年
关将至，她的“线上”海鲜礼品店也迎
来了春节前的“爆单”，全国各地的订
购让缪绢花一阵忙碌。

这两年，随着“互联网+”和电商
经济的兴起，传统实体经营模式亟

待转型升级，线上电销俨然成为最
热闹的风口，嗅到商机的缪绢花也
赶起了这个时髦。去年 5月，她报名
参加了县人社局组织的电子商务培
训班，“干货满满”的理论+实操课让
缪绢花收获不少。“线下门店基本上
都是固定的老客户光顾，自从学会
了玩抖音，我就有了来自全国各地
的客人，我家的海产品最远能发到
昆明、吉林、新疆等地，有时候一天
能发出去几百箱。”

借助电商平台为本地农特产品拓
宽销路，是促进再就业、农民增收的一
把“金钥匙”。去年，我县针对失业人
员、实体店铺经营者等共741人开设了
15期电子商务培训班，由专业老师手
把手教授如何拍摄、运营、引流。为及
时掌握培训后学员的就业创业动向，

提高培训转化率，连日来，县人社局协
同如东实用技术学校对前期的电商培
训人员进行回访调研，并解决学员在
电商创业中遇到的难题，切实做好支
持服务工作。“看到这些学员都学有所
获，还是挺欣慰的。未来，我们将继续
做好跟踪服务工作，针对这部分进行
电商创业的新人开设电子商务提升
班，进一步给予技能支持。”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管理中心副主任
耿锋说道。

接下来，我县将加大失业人员电
商培训的力度，紧抓“国家级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发展机遇，立足
县域产业优势着力培育“明星产品”。
同时，全力打造县级“电商+物流”中
心，完善农村物流体系，助力产业上
行、农民增收。

“这边工作蛮好的，也不苦。”今年
45岁的粟春花是湖南人，是南通金诺精
细陶瓷有限公司的一名老员工，今年是
她在企业工作的第8个年头。她告诉记
者，平日里她的工作就是挑出产品中的
残次品，一个月可以挣3000多元。这份
工作不仅让她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
还能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

说起粟春花来企业工作的事情，多
亏了村里的介绍。荷园村地处河口镇
东南大门，现有侗族、苗族、土家族、瑶
族、壮族 5个少数民族群众 41人，主要

为已婚女性，来自云贵川等边远山区，
组建的家庭文化水平相对不高，生活条
件相对较差。近年来，荷园村积极开展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创设就业创业

“民族通道”，铺设致富道路。村里通过
开展农技扶持、岗位培训等活动，优先
帮助少数民族村民提升技能水平。近
年来，村委会组织培训10多场，帮助20
多名少数民族村民走上致富道路，其中
有3人成为业务骨干。

为了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迅速融
入新环境，荷园村还量身搭建交流交

融交往平台，在村设立“民族文化”阅
览室，搭建“民族大舞台”活动阵地，
邀请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全民阅读、广
场舞比赛等文体活动。“村两委通过

‘民族情一家亲’的结对帮扶制度，设
立帮扶小卡片，及时掌握少数民族群
众的家庭情况，帮助他们融入荷园村
大家庭。以乡村振兴为契机，在少数
民族家庭中开展评选‘星级文明家庭
’‘好公婆，好儿媳’等创评等活动。
在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积极
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活动，
让荷园村真正成为少数民族群众的
温馨港湾。”荷园村党委书记缪亚林
告诉记者，村里还成立了志愿服务
队，以一对一结对帮扶的形式将少数
民族群众与志愿者挂钩，志愿者分布
在文明劝导、移风易俗、环境保护、纠
纷调解、助残扶弱等岗位，在奉献爱

心的同时见证各族群众的团结友爱，
让民族团结之花尽情绽放。设立矛
盾调解室，定期为少数民族同胞制定
心理辅导课程，为少数民族同胞提供
借阅服务。

“接下来，村里还将紧扣‘民族团
结一家亲’主旋律，以文化聚民心，努
力打造具有高度民族工作特色的‘红
石榴家园’品牌，促进各民族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增强少数民族
认同感与归属感，切实把民族工作做
好、做实，架起民族连心桥。”缪亚林
表示，“我们要积极引导少数民族群
众参与到村集体建设当中来，在道路
建设、河道整治、秸秆禁烧等事务上
出谋划策、献计出力。村里也将不断
完善民族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深入开
展民族团结进步的创建活动，努力构
建民族团结、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河口镇荷园村

架起民族团结连心桥
□ 全媒体记者 袁嘉翊 姜宁惠 宫向群

我县针对失业人员积极探索“互联网+就业创业”模式，着力培养电商人才——

电商培训提升群众创业技能

山海有约 天使有情

如东“天使妈妈团”爱心资助黄官中学学子
□ 全媒体记者 袁嘉翊 通讯员 徐平平

诺如病毒进入高发季

大豫镇爱国主义教育又添新阵地——

红色驿站在桂芝小学揭牌

掘港街道

“书吧微课堂”走进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