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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高
玉霞）近日，县县域治理现代
化指挥中心召开“双聚双高”
作风效能优化年动员部署会。

会议传达了县委“双聚
双高”作风效能优化年动员
会议精神，学习了《关于开展

全县“‘双聚双高’作风效能
优化年”活动的实施方案》
《全县“‘双聚双高’作风效能
优化年”活动明察暗访工作
方案》，并就指挥中心“‘双聚
双高’作风效能优化年”活动
进行部署。

县县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

召开“双聚双高”作风效能
优化年动员部署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张
顾颖 王婷颢） 24日下午，县
教体局召开教体系统基层党
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评
议、“‘双聚双高’作风效能优
化年”动员、党员冬训动员、党

史学习教育总结及学校安全
工作会议。会议要求抓实基
层党建工作，常态化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和冬训工作，加强作
风建设，维护好全县学校的安
全稳定。

县教体局

召开五项工作会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曹雯雯 曹
磊 包玉龙）大豫镇是一片具有光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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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引导广大青少年从身边红色资源汲取
精神力量？近日，大豫镇以“红色学校”桂
芝小学为平台，建起“红色驿站”，以红色
故事、红色文化为鲜活教材，通过老党员
志愿者讲先辈故事、老少共唱红色歌曲等
形式，点燃青少年自主学习的热情。

桂芝小学是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一

棵小野蒿，由夏桂芝烈士创办于1942年
10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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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被评为如东“红色文化
进校园”先进单位。当天，学校组织开展
了“唱红色旋律、访红色人物、听红色故
事、寻党员先锋”系列活动。

老少同台颂党恩。今年 91岁的邱

祖清，18岁时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连破
敌人多座碉堡，为部队前进开辟了道路，
荣立一等功并获颁人民功臣奖章，不论
转到地方工作还是1986年离休之后，他
都不曾提起当年立下的战功，不曾向组
织提过任何照顾的要求。当天，邱老受
邀来到学校，与学生们一道观看纪录片，
他还拿出珍藏多年的老照片与同学们分
享，上面记录了他当年当兵、参加战斗时
期的画面。“接力棒已经交到你们手中，
你们要珍惜现在幸福安定的生活，好好
学习，长大后为祖国繁荣发展多做贡
献。”当少先队员为邱老佩戴上鲜艳的红
领巾，邱老激动不已，发出了殷殷叮嘱。

老少携手学党史。退休老干部施
健作为镇“五老”宣讲团成员之一，从事
宣讲工作已有十余年，经验丰富。课堂
上，施老以“活”的方式、“实”的内容、

“鲜”的语言，向同学们讲述了大豫南坎

战役的故事，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大
屏幕上，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一件
件实物，深深地吸引着孩子们，也使孩
子们倍受教育。“我一定要倍加珍惜革
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美好生活，学习革
命先烈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刻苦学习、拼搏进
取，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
行者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合格接班人。”桂芝小学五年级学生
王陈晨深有体会地说。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
望。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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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党史成
为青少年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

‘身边历史’，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
成为青少年办实事的生动实践。”大豫
镇党委副书记陈静说。

在袁庄镇孙庄村有这样一位新中
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她叫徐明，今
年106岁，1944年入党。前几天，村党总
支书记田林林通知她今年党员冬训具
体时间时，她激动地说，“今年我还来参
加党员冬训！”

“我对党不曾变过心，哪怕是刀架
在脖子上，我也一样。我现在已经 106
岁了，只要我还能走，就一定要去参加
党的活动。”徐明一边摇着国旗，一边
说。村里党员冬训这一天，徐明和往年

一样，在女儿的陪护下早早地来到村部
参加党员冬训。由于天气比较冷，孙庄
村安排一名村干部专门负责接送，确保
老人准时参加。在孙庄村冬训现场，徐
明老人全神贯注地听镇党委书记上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党
课。“徐明是袁庄镇孙庄村第一位女性
党员，也是我县目前年龄最高的女性党
员。40多年来，每年党员冬训，她都准
时参加。”田林林说。

1944年，徐明加入中国共产党，经

历过战争年代的她，跨越新旧两个时
代，见证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如
今，走过百年岁月的徐明，一如既往地
心怀党，积极参加党员活动，一次都不
曾缺席过，多次获得先进个人的称号。
她曾经担任过村里的妇抗和宣传工作，
她的丈夫也是一名共产党员，直至 1943
年她丈夫牺牲，徐明才知道她最亲的人
也是她的战友。丈夫去世后，徐明独自
一人抚养唯一的女儿王秀萍长大成
人。“我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跟着去

参加党员活动，后来长大了，也一直跟
着母亲。”王秀萍说。

几十年来，在大家的心目中，徐明
一直是一个党性原则性十分强的人，对
家里的晚辈也是严格要求，常常用共产
党员的标准要求他们堂堂正正做人，踏
踏实实做事，为人民服务。“徐明老党员
不管刮风下雨，都积极参加村里的党员
活动。106岁还坚持参加冬训，给我们
年轻党员树立了好形象，是我们学习的
好榜样。”孙庄村党员曹雪飞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姚陈 王洪）春节临近，记者走访
县城各大酒店了解到，今年年夜饭预订已接近尾声，部分热
门酒店早在一个月前就已订满。与往年有所不同，今年不少
酒店还推出了外卖服务。

记者从县城一家星级酒店了解到，早在一个多月前，酒店
的20多个包厢和4个大厅就已全部订满。有不少客人在去年
吃年夜饭时就预订了今年的年夜饭。今年的年夜饭依旧采取
套餐的形式，与往年相比，今年的价位有所上涨，酒店大厅为
2180元一桌，包厢2880元一桌。在菜品方面，酒店也下足功
夫，希望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就餐体验。“2021年我们全年创
新菜品达到163道，今年年夜饭菜单中有10道菜都是今年最
受消费者欢迎的菜品。”县城某酒店餐饮部经理陈晓林介绍。

除了星级酒店，记者走访发现，一些口碑好、环境好、性
价比高的中小型餐饮店也成了不少居民的选择。一家餐饮
店负责人告诉记者，早在中秋节时，酒店的32个包厢就被预
订一空，眼下，酒店大厅也一桌难求。“我们酒店一直走的是
大众路线，今年年夜饭的消费标准是 1880元一桌到 2000元
一桌不等，也是根据客人的需求而定的。”县城一餐饮店负责
人徐晓莉告诉记者。

记者还了解到，考虑到疫情防控等因素，无论是星级酒店还
是中小型餐饮店，今年在经营策略上都有所调整，除了堂食服务，
还推出了年夜饭外卖服务，消费者可以通过电话提前预约年夜饭
菜品，既满足了消费者“省心省力”的需求，也让年夜饭变得更丰
富。“有的客人不方便过来堂食，就直接打包回去的，今年有十几
家的年夜饭是外卖送的。”徐晓莉介绍。

采访中记者还发现，如今，“做好做
足防疫措施才能放心做生意”已成为越
来越多餐饮单位的共识，通风、消毒、测
温、戴口罩等，已成为餐饮门店的标配，
分餐制、公筷公勺、制止餐饮浪费等，也
渐渐成为新风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姚陈 王洪）备
年货是每家每户“过年”不可或缺的一种仪
式，喜庆的春联、灯笼，过年必备的炒货、零
食、菜品……各式各样的年货让人眼花缭
乱，大家纷纷开启“扫货模式”，处处呈现出
浓浓年味。

昨天，记者来到县城某超市，超市进口
处，迎面而来的就是红红火火的“年货大
街”，年味儿十足的商品已摆满了货架，红红
的灯笼、对联以及各类礼盒、糖品，品种丰
富，一应俱全，过年的氛围显得尤为浓烈。
大家尽情挑选着自己需要的物品，工作人员
也忙着搬运、整理、上架各式各样的年货，整
个商场呈现出一派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礼盒有五六十个品种，价格从30块钱左右
一直到200块钱都有，主通道里的零食大概
有六七十种。”某超市客服经理冯凌云介绍，
随着春节的临近，超市的人流量每天都在递
增，预计最高峰时每天可达到7000多人次。

记者又来到县城南市场，市场内也是人

头攒动，热闹非凡，蔬菜、海鲜、卤味、肉类，各
个摊位前都有居民在采购。猪肉经营户董建
军告诉记者，现在一天至少能卖600多斤猪
肉，因为今年猪肉价格比往年低，灌香肠、炸
肉圆、送礼，大家买起肉来丝毫不手软。“我今
天来灌香肠的，这是第二次灌了，家里的孩子
也喜欢吃，大人也喜欢吃，每年过年都要灌香
肠的。”县城居民王新军说。

文蛤饼、虾饼、藕饼、肉圆、扣肉是如东
人过年饭桌上必不可少的菜品。于是炸货
店也忙得不亦乐乎，“好多人上班没有时间
做，买现成的比较方便，肉圆一天能卖三四
十斤，文蛤饼至少二十斤都有。”县城一家
炸货店老板孙亮告诉记者，现在一天的销
量是平日的好几倍。

虽然现在的零食种类丰富，但炒米、炒
米糖等传统茶食以及各类炒货在人们心中
依然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深受中老年人的
喜爱。县城南市场周边的一家炒货店老板
吕目昌高兴地告诉记者，现在从早到晚机
器都不带停的，“平时一天炒两三百斤，现
在一天要炒七八百斤，多的时候一千斤，平
时一锅炒 10块钱，现在要过年了，稍微涨
点价最 15块钱一锅。”吕目昌说，虽然现
在比平时辛苦了不少，吃饭、睡觉都没有时
间，但收入也比平时翻了几番，一想到这
些，顿时又干劲十足了。

我们的节日我们的节日··春节春节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陈慧 李晨逸 徐海波） 25
日上午，县人武部及退役军
人事务局相关人员先后到
丰利镇南宁村、环渔村看望
慰问荣立“三等功”现役军
人许志强和徐浩的家属。

慰问团将立功喜报和慰
问金送到了家属手中，并详细

询问了他们的身体状况和家庭
情况，感谢他们为国家培养了
优秀的人才。立功军人家属表
示，非常感谢部队和政府对孩
子的培养与教育，感谢政府对
军人家属的关心和厚爱，会继
续做好军人的坚强后盾，鼓励
他们扎根军营，安心服役，为国
家做贡献，为家乡添光彩。

我县组织走访慰问
立功军人家属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缪
姗姗 李晨逸）为做好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近日，我县
开展新冠肺炎流调处置业务
培训会。

会议组织全县流调队员
参加南通市新冠肺炎流调处
置业务培训视频会，主要围
绕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学调
查、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应
急处置方案、德尔塔等变异
株密接、次密接的判定原则
等方面进行了授课，线下通
过演示讲解如何穿脱防护用
品、采集鼻咽拭子等具体操
作，教授各种实操小技巧，让
参训队员不仅熟悉流调业
务，还能成为疫情防控工作
的多面手。活动中，参训队

员进行了基础知识测试，实
践操作也要逐队过关。

我县疫情防控指挥部高
度重视流调队伍建设，本
月，在原有流调队员的基础
上，每个流调队新增 1 名有
执 业 医 师 资 质 的 流 调 队
员。全县目前有流调队伍
45 支，每支队伍由 3 至 4 人
组成，其中包括一名公安队
友。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我县流调队伍进行了片区
化分组，45 个流调队划分为
1 个县级片区，5 个镇级片
区，今后一旦某片区发生疫
情，片区内的每个流调队伍
均可投入流调工作，为我县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学规
范地开展打牢了基础。

我县开展新冠肺炎
流调处置业务培训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袁嘉翊 姜宁惠） 近日，县
卫健系统召开“双聚双高”
作风效能优化年动员大会，
进一步带领全系统干部职
工紧起来，严起来，动起来，
提效能，转作风，为卫生健
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强有力保障。
会议传达了市县两级

会议精神，解读本系统的作
风效能优化年实施方案；县
人民医院、第四人民医院、
洋口卫生所相关负责人以
及海子牛奖先进个人作交
流发言。

县卫健系统

召开“双聚双高”作风效能
优化年动员大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包
玉龙）近日，大豫镇举办学习
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
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专题宣讲会。

宣讲会紧扣《条例》规
定，结合实际，从《条例》修订
的背景、意义、主要内容等方
面，全面深入地进行了解读，
并就如何抓好《条例》的贯彻
落实提出了指导意见。报告

内容丰富、重点突出，与中央
精神、《条例》规定高度一致，
与大豫镇实际紧密结合，既
是对《条例》的权威解读，又
是对大豫镇贯彻落实《条例》
的安排部署，具有很强的指
导意义。

大豫镇统战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各村党支
部书记，各村统战支委，各宗
教场所负责人参加了宣讲会。

大豫镇

举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专题宣讲会

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富裕
富足，去年如东县希望农地股份专业合作
社对原先的稻麦种植主业延长产业链，建
成粮食仓库和大米加工厂，注册“双甸味
稻”商标品牌，进一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目前，合作社生产的大米陆续走向市场，其
中试种的“永苗一号”新品种获得市场肯
定，每斤售价达到15元。

全媒体记者 季雯雯 钱海军 孙斌 摄

大豫镇深耕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阵地，引导孩子们主动学党史，从
“过去的故事”中汲取未来的奋进力量——

老少携手共建“红色驿站”传承革命薪火

“今年，我还来参加党员冬训！”
□ 全媒体记者 袁嘉翊 特约记者 丁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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