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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徐书
影 通讯员 秦玲 戴园园）“新改
造的路灯比以前亮了许多，晚上走
夜路一点都不害怕了路一点都不害怕了！！””家住河口家住河口
镇澪河村的王大爷对新路灯赞不镇澪河村的王大爷对新路灯赞不
绝口绝口。。

今年今年 22 月底月底，，河口镇开始对区河口镇开始对区
域内域内 1919条路段条路段 10921092座传统路灯进座传统路灯进
行全面智慧化升级行全面智慧化升级改造，以更加高

效绿色节能的 LED 灯具替换原来
的高压钠灯。“过去，各地道路照明
多采用高压钠灯，照明系统能源消
耗量大，且灯具寿命仅两年左右，
维护成本也相对较高，改造后的
LED 路灯不仅照明效果和质量更
好，节能降耗效果也更为明显。”国
网如东供电公司综合能源客户经
理陶义宏告诉记者，在同等条件

下，新更换的 LED 光源亮度更高、
显色性更好、光线更柔和，并且使
用寿命长达 3万小时，综合节电率
也在 53%以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
益十分显著。

目前，河口镇路灯节能改造项
目已完成验收，这 1092座路灯经过
智能化升级改造后，可实现远程集
中控制与单灯管理，即能根据道路、
人车、天气等实际情况，动态开关路
灯和调节照明亮度，做到了保障居
民安全出行的同时最大限度节能降
耗，同时还可以远程定点故障、短路
路灯，及时安排人员到场维修，一改
过去的人工巡查模式，有效减轻了
维护人员的工作强度，降低了维护
和管理成本。

据了解，改造完成的路灯将采
用EMC(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行能
源托管，托管期为 8年，其间，投资
方南通市综合能源服务公司将负责
为政府和用户提供一站式的运营服
务。值得一提的是，在 EMC(合同
能源管理)模式下，地方政府以零投
资方式参与合作，其关键意义在于：
一方面，政府支出压力得到有效缓
解，另一方面，则为城乡公共照明系
统节能改造铺设了一条绿色快车
道，实现了百姓得益、政府省钱、社
会节能、企业盈利的共赢局面。该
项目全面投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
节电量约 24.23万 kWh，8年相当于
减排二氧化碳 1520余吨，节约标煤
780余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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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记者在长沙卫生所看到，现场设置了测温区、等候区、咨询宣
教区、接种区和留观区，前来接种新冠疫苗的居民有序排队等候，依次
进行接种，当天共完成了400人的接种工作。3月24日开始，洋口港经
济开发区（长沙镇）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就面向村、社区整体推进。据
了解，长沙卫生所是全县新冠疫苗首批14家接种点之一，从去年12月
份至今，共接种3500多人。

全媒体记者 袁嘉翊 王洪 冯益军 摄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高玉霞
周颖石 通讯员 杨霞）“以前我去哪
里都不方便，不会用手机打车，也找
不到健康码，需要找人帮忙，现在通
过老师的讲解，马上就找到了。”在培
训教室里，64 岁的施益兵戴着老花
镜，举着智能机，一边认真听老师讲
解智能手机的应用，一边跟着老师一
步步操作。

在教室的另一角，69岁的张俊得
意地向记者展示了他的学习成果。他
表示，智能技术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
活方式，还丰富了自己的精神生活，提
升了生活品质。“我们老年人不服老，
也想玩转智能手机，跟上时代的步伐，
享受生活的乐趣。像微信视频、听歌、

看小说……用不了多久，这些也将变
成我们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张
俊信心满满地说。

这是大豫镇社区教育中心举办的
第三场智能手机培训，前后共惠及
150多人。社区教育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大豫镇老龄化比例较高，这意
味着相当一部分老年人没有或者不
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享受智能手机
带来的便利。社区教育中心从老年
人的视角和立场出发，依托镇老年大
学、各老干部党支部、各村居民学校
等阵地，积极组织开展智能手机培
训，为他们讲解智能手机的各项功能
和使用方法，并鼓励他们克服对智能
手机的畏惧心理，努力适应智能技术

带来的变化。
集中培训仅仅是举措之一，除此

之外，社区教育中心还为老年人提供
了“私人订制”服务，他们充分发动志
愿者，分组包干，定期进村入户，根据
老人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手把手示范
辅导，这一做法赢得了不少老年人的
称赞，甚至不少“技术娴熟”的老人也

自愿加入志愿者队伍，为更多的老年
人送去便利。据了解，目前，社区教
育服务中心还在积极探索新的服务
方式，如积极筹划推动教育服务流动
点的建设、组织编写智能手机应用说
明书等，将社区教育功能最大化，让
更多的老年人感受到智能技术带来
的“温度”。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丹 吴文
军 李长华）近日，曹埠镇孙窑幼儿园
开展“关注儿童健康，助力幼苗成长”
活动，邀请儿保专家、保健老师为幼儿
家长作关于心理健康教育和爱眼知识

讲座。
孙窑幼儿园自去年起将心理健康

教育纳入学期计划，开足上齐心理健
康教育课，幼儿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
少于 1 小时。“班级老师通过阅读绘

本，比如《生气汤》、《我的情绪怪兽》
等，让孩子能正视自己在各个年龄段
出现的情绪问题，然后通过各种方法
来帮助他们。学校还组织了种植活
动，在种植园里，孩子们不仅能放松心
情，释放压力，锻炼身体，还能激发孩
子们爱的情感。”孙窑幼儿园幼儿家长
蒋苏韵告诉记者。“对性格内向、孤僻
或者脾气暴躁、任性的小朋友，老师会
重点关注、跟踪观察，了解幼儿家庭情
况和在家表现，与家长共同商讨教育
策略，正确引导幼儿保持积极开朗阳
光快乐的心情。”孙窑幼儿园园长陈亚

苏说。
除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外，孙

窑幼儿园还重点关注幼儿视力问题。
目前，孙窑幼儿园有视力问题幼儿
11.2%，近视率占2.8%。为更好保护儿
童视力，老师会定期向孩子们普及用
眼卫生知识，开展眼球操、远足、户外
体育游戏等，和孩子一起阅读护眼绘
本，提高孩子们的护眼意识。幼儿园
还通过公众号、微信群给家长发放爱
眼护眼倡议书，鼓励孩子在家通过体
育运动、阅读等方式来减少看手机、平
板等电子产品。

保护和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志愿
服务在行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徐建
彬 通讯员 钱国跃）近日，岔河
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五
老”网吧义务监督员对辖区内的
两家网吧进行突击检查，未发现
有违规行为。检查中，义务监督
员们在严防未成年人进入网吧
上网的同时，还对网吧环境、安
全、食品保质期等进行了全方位
监督检查。

岔河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共有六名网吧义务监督员，
常年活跃在网吧、游戏厅义务监
督一线。他们从抓好政策引导、
日常检查和案件预防等方面着
手，积极引导网吧规范化经营和
加强日常治安管理，要求坚决杜
绝接纳未成年人上网，为青少年
的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社会
环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徐海
波）近日，丰利镇丰利小学劳模
创新工作室揭牌。近年来，南通
市劳动模范、全国珠心算优秀教
练、丰利小学珠心算总教练王晓
琴带领丰利小学珠心算团队获得
国际、国内珠心算大赛冠军、特等
奖多次，成为全省知名珠心算教
练。王晓琴发扬无私奉献、艰苦
奋斗、执着进取、心系学生的劳模

精神，鼓舞和激励着一批又一批
的珠心算教练和学员。

劳模创新工作室将以“弘
扬珠算文化，发展珠心算启智
育人功能”为培养目标，打造创
新、务实、充满活力的科研团
队，以劳模精神引领学校特色
继续走在省珠心算普及实验改
革的前列，力争“全省有位、全
市有名”。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季湘
婷 姜宁惠） 冲动是魔鬼，喝酒
会坏事。近日，我县一名男子正
应验了这两句话。该男子到驾
校讨说法，却因动手打人和酒
驾，以寻衅滋事和危险驾驶罪被
立案侦查。

3月 11日下午，交警大队城
区一中队民警接到城南派出所
民警打来的电话，他们在处理一
起纠纷过程中，发现一名男子可
能存在酒驾行为。接警后，城区
一中队立即派民警赶往现场，经
了解，当天下午 14时 06分，一名
曹姓男子酒后驾驶一辆小型轿
车到黄海驾校，出手殴打驾校工
作人员。

经查，这名曹姓男子是黄海
驾校学员，去年报名学习B2驾驶
证，原先驾校答应最快三个月即
可拿证，但大半年时间过去，驾校
依然没有通知他去考试。当天，
男子喝了酒，一时冲动开车到驾
校讨说法，便发生纠纷。

民警现场对曹某进行呼气酒
精检测，结果显示酒精含量为
117.2mg/100ml，后又采集血液样
本检测，最终血检结果 102.8mg/
100ml，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目前，嫌疑人因动手打人和
酒驾，以寻衅滋事和危险驾驶罪
被立案侦查，并被采取了刑事强
制措施，原有的 C1 驾驶证被吊
销，五年内不能重新取得驾驶证。

近日，在河口镇立新桥居委
会 30 组，工人们正在对新北一河
河道进行清理。据了解，立新桥
居委会共有二级河道 1 条，三级河
道 3 条，四级河道 4 条，全程约 50
公里。从 2018 年开始，村里共投
入 80 多万元，加大河道整治力度，
着力打造水清岸绿的村居环境。

全媒体记者 袁嘉翊 吴莎莎
宫向群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长
华）近日，县检察院和县教体局
联合曹埠镇相关部门在曹埠镇初
级中学召开保障青少年受教育权
公益诉讼案件磋商会。

县检察院相关工作人员就工
作中发现的涉及未成年人案件中
辍学青少年占比突出、相关镇区

初级中学辍学率偏高等问题进行
了通报。会上，各部门立足自身
职能，针对如何解决中小学生辍
学等问题进行了沟通交流。近年
来，县检察院注重维护广大青少
年的合法权益，在保护学生舌尖
安全、交通出行安全等方面做了
有益探索。

县检察院

召开公益诉讼案件磋商会
保障青少年受教育权

岔河镇

“五老”网吧义务监督员
开展网吧巡查工作

丰利镇

丰利小学劳模创新工作室揭牌

酒后冲动寻衅滋事
我县一驾考男子被立案侦查

文明城市你抹黑你抹黑

曹埠镇孙窑幼儿园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发挥社区教育功能 助力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河口镇区域内19条路段1092座传统路灯完成升级改造——

智慧路灯“上新” 绿色低碳夜行

南通博捷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
证(车号苏 FAD702)，号码:通 23323814，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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