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渊上接一版冤
多年来袁蒋恒山虽然几次搬家袁但每到一个地方袁他都

坚持定期尧不定期的打扫楼道及周边卫生环境袁常常弄得
物业保洁员都感到野不好意思冶袁周边邻居都夸他勤快又善
良遥 自 2017 年搬入百盛花苑小区居住后袁他发现楼下绿化
树苗会出现枯萎少株的情况袁便经常自掏腰包购买绿化树
苗和草坪种子等进行补植补种袁 正是源于他的维护修剪袁
如今这里成了小区中一道靓丽的风景遥

蒋恒山还热心公益事业袁不但经常利用星期假日出力
流汗做好事袁而且还先后多次捐款捐物帮助贫困家庭和困
难学生遥 2004 年春袁蒋恒山在街头无意接触到无偿献血袁
认识到这是一件既能挽救他人生命袁 也能快乐自己的好
事遥 也就是从那年起他坚持每年无偿献血袁目前献血量己
有 3000 多毫升遥

2020 年 3 月 14 日袁 县见义勇为基金会根据居民意愿
和对照褒奖条件袁向蒋恒山颁发了 3000 元慰问奖金遥 面对
这份意外的野奖金冶袁蒋恒山决定要将这份奖金用在最有意
义的地方袁去关心帮助更需要的人遥 他将这份奖金分成几
个红包袁并先后多次去超市购买油尧大米等生活用品袁送给
发鸿社区几户困难居民袁 他说院野这钱是政府奖励给我的袁
虽然我生活并不富裕袁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比我更需要这
些钱袁我希望让他们与我一起分享爱的欢乐袁让他们同样
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遥 冶

蒋恒山的老家在新坍镇小闸口袁 生活在农村老家 80
多岁的父母是他心头的牵挂遥 每逢周末节假日袁无论刮风
下雨袁他都要回老家看望他们袁嘘寒问暖袁关心老人家的身
体情况尧家里所需尧常备药品袁帮他们做家务袁整理菜园子遥
住在父母家不到百米远的婶娘已是 90 多岁高龄袁 跟随上
门女婿女儿一起生活袁蒋恒山对待婶娘也同对待自己的父
母一样袁每次回家都去看望遥在一次意外中袁婶娘不慎摔倒
将胯骨摔断袁虽经医院手术治疗后有所恢复袁但依然不能
下地行走袁医生建议买个辅助工具也许能挪步遥 蒋恒山听
说后二话不说袁 去药店购买了最好的辅助工具送给婶娘袁
给她生活带来了很大方便遥

蒋恒山很平凡袁走在人群之中毫不起眼曰蒋恒山不平
凡袁因一种伟大的精神在他身上流淌遥他的故事朴实无华袁
却令人倍感温暖袁令人肃然起敬袁触动着人们内心深处崇
德尚义的情怀袁弘扬着正气袁传递着正能量袁更在引领着新
时代的道德风尚遥

善行义举暖人心清末以前袁射阳境内土地贫瘠袁盐碱严重袁居民
多以煎盐为业遥清末以后袁境内的煎盐业逐步被淮北
的晒盐业取代袁灶民纷纷私垦袁土地多为拥有地权的
业主所有遥民国初年开始大规模垦殖袁县境绝大多数
土地在农业资本家和地主手中遥 广大贫雇农是农村
的主要生产者袁却拥有很少的土地遥地主阶级凭借占
有土地的特权袁向农民收取高额地租袁侵吞农民劳动
果实遥

民主政权建立后袁从 1942 年春至 1945 年夏袁全
县普遍开展了野二五减租冶野四六分成冶的减租减息运
动袁广大佃户尧雇农得到一些经济利益遥 抗日战争胜
利后袁在 1946 年春袁解放区又进行惩奸反霸和清算
租息斗争袁农民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遥1946 年 5 月 4
日袁中共中央发出叶关于清算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曳(简
称野五四指示冶)袁指出国内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袁
农民迫切要求清除封建剥削袁 党必须及时将抗战时
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
民的政策袁实现野耕者有其田冶遥 1946 年 5 月 27 日袁
中共华中分局五地委在淮城孔庙召开土地会议袁部
署土地改革工作遥自此袁土地改革运动在盐阜解放区
大规模展开遥射阳县土地改革运动大致经历清算尧分
田尧复查和结束土改四个阶段遥

开展清算斗争遥五地委土改工作会议后袁县委及
时召开乡以上干部会议袁贯彻中央野五四指示冶精神袁
县委主要领导带领工作组袁 在陈坎区范坝乡等 3 个
乡进行土地改革工作试点遥 1946 年 远 月初袁县委组
织 230 余人的土改工作队袁分赴各区尧乡协助开展土
改工作遥 土改工作队深入乡村袁会同当地党组织袁发
动和组织广大农民积极投入土改运动遥 同时对照土
改政策袁划分阶级成分袁确定斗争对象遥在此基础上袁
发动贫苦农民倒苦水尧挖穷根袁加深贫雇农对封建剥
削的仇恨袁启发和提高阶级觉悟遥

进行土地分配遥各乡村成立野胜利果实处理委员
会冶袁下设丈量尧清算尧统计尧核算尧审查等工作小组袁
按照野地主一般与贫雇农一样分配其应得份额曰富农
占有土地普遍降至中农土地占有水平曰 中农利益原
则上不受侵犯袁 动员富裕中农献出比一般中农多余
的土地分配给少地农民冶的总体要求袁依据人口总数

和田亩平均数袁提出测算方案袁通过民主方式得出每
户应得田亩遥 至 1946 年 9 月底袁射阳县基本完成土
地分配工作遥 全县出田户 9134 户袁出田 1426245 亩曰
得田户 21740 户尧102604 人袁得田 439145.12 亩遥 贫
雇农拥有土地由土改前的 146979 亩增加到 390578
亩袁地主土地由 344435 亩下降到 41987 亩袁富农土
地由 149570 亩下降到 81662 亩遥 全县农民人均占有
土地 4.28 亩遥

组织土改复查遥射阳县土地改革从 1946 年 6 月
开始袁到 9 月份基本完成土地分配袁后因国民党军队
进攻解放区而被迫停止遥 由于当时对党的土改政策
理解不深袁加之时间仓促尧缺乏工作经验袁在执行政
策上存有偏差袁致使土改存在着不彻底性遥1947 年 2
月袁苏北区党委作出叶关于土地复查与生产工作的指
示曳袁要求在积极备战的情况下袁普遍进行土地复查遥
4 月袁县委按照上级党委指示精神袁迅速推开土地复
查工作遥在土地复查中袁县委认真贯彻野中农不动尧地
富与贫雇农土地数量一律拉平冶的政策袁实行野一切
权利归农会冶袁发动群众参与土地复查遥 各地农会带
领贫雇农查黑田尧查隐瞒浮财袁开展斗地主尧扫浮财
的斗争袁从地主尧富农手中收回土地 14088 亩袁收回
其他不当占地 8860 亩袁收回的土地和查出的浮财全
部交给农会统一分配遥 1948 年 2 月袁土地复查工作
结束遥

结束土改工作遥 1950 年 2 月袁县委首先选择属
于老区且土地矛盾不多的步凤尧南洋尧潭北尧通洋尧潭
南尧吴滩尧陈坎 苑 个区的 66 个乡开展结束土地改革
工作袁采取一般不动尧个别调整的政策袁确定了各户
土地产权遥 苑 月袁县委启动全县 124 个乡的土改结束
工作袁在保持初始分配土地原状的基础上袁对若干尚
未解决的和可能解决的个别悬案袁 逐一进行调整解
决遥至年底袁除属棉尧灶盐区又地广人稀尧草田多的射
海尧新洋尧方强尧腰沃 源 个区的 48 个乡和特庸区潭洋
河北 源 个乡暂未结束土改外袁其他 72 个乡的土改后
期工作全部结束遥 1951 年上半年袁县委组织专门工
作班子袁对其余未结束土改的 缘 个区的 52 个乡进行
调查研究遥 针对前期土改中的遗留矛盾和群众反映
的意见袁 制订工作方案袁 切实解决一些错划阶级成
分尧草田与棉田搭配不够合理尧部分农民所得土地过
于零碎分散等问题遥到 1951 年 10 月袁射阳县土改工
作全部完成袁全县 83959 个农户的 877026 亩土地得
到确权袁贫雇农尧中农和地主尧富农等各阶层都领到
土地证遥 渊县委党史办供稿冤

射阳土地改革运动

为 民 办 实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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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吴炘恒 通讯员 王栋冤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项目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是水污染防治攻坚的野最后一
公里冶袁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遥为切实解决农村
生活污水问题袁特庸镇在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的基础上袁把野两
在两同冶建新功行动与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实践活动有机结
合袁于今年 7 月初开始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遥

野这一片小区的支线管道已经全部铺设好了袁等工程全
面结束袁 居民们的日常生活污水就可以通过管道输送到镇
污水处理厂了遥 冶日前袁在特庸镇集镇一小区旁袁该镇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工程现场负责人印风安介绍说遥

污水管网进村入户工程量大尧施工情况复杂袁为了切实
治理群众生活污水袁改善群众生活环境袁该镇精心谋划尧细心
落实遥施工前袁通过安排专人入户告知尧张贴通告等方式让居
民们了解工程详情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袁促进农村污水
管网项目共建尧共治尧共享遥 施工过程中袁群众认为管网铺设
位置尧检查井设置地点能更加优化时袁随时可以向施工和监
理单位提出意见建议袁发现有施工不规范尧不文明问题时袁也
能够第一时间制止并向有关部门及时反馈遥

集镇居民乔为军兴奋地说院野原来都是城里才有污水管
道袁厕所里的污水能够全部接到管道里冲走袁方便得很遥没想

到今年我们镇上也开始修污水管道了袁感谢政府的好政策浴冶
据了解袁特庸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工程自 7 月初开始施
工至今袁已铺设管道 5600 余米袁覆盖集镇居民 2610 户遥 野还
有部分扫尾工程正在加紧施工中袁 估计下月底能够全面结
束遥 冶印风安介绍说遥

据特庸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负责人周晓春介绍袁接
下来袁该镇还将按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三年计划要求袁同县
农水集团通力协作袁推动 12 个村居的污水管网建设袁全力推
进农村污水管网农户全覆盖进程袁进一步提升农村生产生活
质量袁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指数遥

特庸镇污水治理造就诗意栖居

本报讯渊记者 李文华 通讯员 李瑜冤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袁临海镇将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实践活动与助力乡村振兴相结
合袁切实解决群众野急难愁盼冶问题袁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尧满足
感尧幸福感遥

该镇采取野线上+线下冶模式袁充分利用微信尧标语尧横幅尧流动
宣传车等袁深入学校尧村渊社区冤尧驻镇单位袁积极开展野我为群众办
实事冶实践活动宣传曰结合野党史故事我来讲冶野童心向党冶野学党史
祭英烈冶等活动袁厚植红色根脉曰深入开展野察民情访民意冶大调研
活动袁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56 条袁认真梳理汇总袁简化办事流程曰结
合疫苗接种尧城乡环境整治尧安全生产尧招商引资等工作袁创新志
愿服务形式袁发动全镇 20 支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袁将党史
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的内生动力遥 截至目前袁该镇共
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36 次袁400 余名志愿者积极响应参与袁覆
盖 20 个村渊社区冤袁服务群众 1000 余人次遥

临海镇常态化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渊通讯员 袁青 成麟祥冤今年以来,盘湾镇以提升为
民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为重点,巧用野加减乘除冶法,充分了解群众
的实际困难和所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切实提升便民服务能力遥

该镇推行野全天候延时服务尧全方位异地服务尧全程式帮办服
务冶,将窗口服务从 8 小时之内延伸到 8 小时之外,为群众提供延
时尧预约尧假日等服务曰便民服务中心将基本情况尧政策法规尧办事
指南尧服务事项等全部录入,为办事人员提供智能服务遥 设有咨询
台和党员示范岗, 帮助不熟悉环境或不会操作电脑的办事群众做
引导查询等工作曰开展野如果我是办事群众冶主题活动,加强角色转
换,提高服务意识,做到服务质量野零差错冶尧服务事项野零积压冶尧服
务受理野零推诿冶尧服务方式野零距离冶尧服务对象野零投诉冶曰破除服
务难点,坚持从业务办理尧服务质量和遵章守纪入手,根除野超时
件冶尧群众有效投诉和效能曝光事件遥

盘湾镇提升便民服务能力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张文绘 记者 李文华冤年
初以来袁四明镇主动作为袁精心营造文明乡风袁着力
推动社会风气向好转变袁促进全镇经济社会健康协
调发展遥

该镇成立野推动移风易俗袁树立文明乡风冶工作
领导小组袁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袁研究部署移风易俗
工作曰各村居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袁选举产生文
明新风理事会袁研究制定理事会章程尧红白事具体
办理流程及奖惩规定等袁 实现移风易俗工作有人
抓尧有人管尧有实效遥 充分利用道德讲堂尧宣传栏尧微
信群尧LED 屏等阵地袁开展破除婚丧陋习宣传活动袁

印发叶野推动移风易俗袁树立文明乡风冶倡议书曳2 万
余份袁创建移风易俗专题宣传微信群 22 个遥 在镇文
化广场设置移风易俗文化长廊袁 在村主要路口尧道
路沿线等地张贴野讲文明尧树新风冶宣传标语 200 余
条尧宣传漫画 120 余张曰以野组织引尧群众议尧协商定冶
为基本原则袁广泛发动群众袁扎实开展村规民约修
订完善工作遥

四明镇营造文明乡风

本报讯渊通讯员 于祝龙冤野我是县政协委员黄剑峰袁请问镇领
导袁现在集镇污水处理问题已经解决袁但面广量大的农村居民生活
污水怎么办钥 冶野我是市政协委员丁雨干袁也是种植大户袁我们有义
务尧也有责任对使用完的农药包装进行规范处理袁以减少水环境污
染遥 冶野我是红星居群众代表陈玉才袁我对农村河道管护不满意袁主
要道路沿线做得不错袁可偏僻地段基本无人问浴冶日前袁在兴桥镇政
府三楼会议室袁部分市县政协委员尧镇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尧种
植大户代表尧村居干部群众代表等近 40 人济济一堂袁围绕水环境
治理开展协商议事遥

保护水环境事关生态改善尧民生福祉遥 9 月初以来袁兴桥镇政
协联络委通过镇村两级野有事好商量冶平台袁聚焦水环境治理密集
开展协商议事活动袁积极营造野保护水环境人人有责尧改善水环境
人人受益冶的良好氛围袁构建群策群力尧共建共享的治理体系遥协商
议事活动举办前袁他们组织市县政协委员广泛进行走访调研袁掌握
大量第一手资料遥活动举办时袁不但邀请政协委员尧群众代表袁还邀
请有关环保专家和社会贤达参加协商议事遥活动结束后袁对大家提
出的意见建议认真进行梳理袁交党委尧政府决策参考袁并跟踪进行
督办遥 目前袁该镇镇级及下辖 15 个村居协商议事室都已完成水环
境治理专题协商议事活动遥

兴桥镇协商议事聚焦水环境治理

本报讯(通讯员 戴龙 张建忠)10 月 7 日上午袁笔者来到新
坍镇安家洼居委会采访袁 只见居民屋前屋后干净整洁袁 葱绿的菜
地尧宽阔的道路袁道路两旁成排的树木袁给人心旷神怡的感觉遥这是
该居委会改善人居环境尧整治村庄环境袁绘就的野绿美村庄冶新画
卷遥

安家洼居委会因地势低洼而得名袁近年来袁为全力打造生态宜
居的美丽家园袁他们建设了 58 亩绿地公园袁与县旅投公司合作营
造国家储备林 527 亩曰在中心河尧三中沟建设 3000 米绿色生态走
廊袁在江南河公路建设 800 米绿色通道袁在四中沟建设 1200 米水
体绿带袁在兴隆河尧堆塘河营造 88 亩环村林遥 截至目前袁该居委会
累计成片造林 820 亩袁四旁植树 12000 株遥

该居委会将野绿美村庄冶建设作为野书记领题冶项目重要内容袁
党总支书记带头巡庄袁列出问题清单袁提出整改要求和时间袁并定
期尧不定期进行巡查整改袁及时记载野绿美村庄冶督查手册遥 紧紧围
绕野创新尧绿色尧开放尧共享冶的发展理念袁以创建生态重点村渊居冤为
核心袁将农村环境整治与造林绿化相结合袁把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与造林绿化相结合袁全力打造绿化达标村渊居冤袁达到春有花尧夏有
荫尧秋有果尧冬有绿的设计要求遥 他们坚持绿色引领尧以人为本原
则袁按照珍贵化尧彩色化尧效益化的要求袁建设公共绿地 1200 平方
米袁购置了健身器材遥全居水泥道路两侧绿化到位袁栽植中山杉尧榉
树尧银杏尧红叶石楠尧紫薇等袁村庄四旁植树栽植银杏尧梨尧桃等乡土
树种遥

安家洼居委会绘就“绿美村庄”新画卷

野我们生在红旗下袁 党给老百姓送来哪些好政
策钥 冶日前袁合德镇凤凰村党总支在该村党群服务中心
广场上开展党史知识宣讲袁进一步唱响主旋律尧传播
正能量尧提振精气神袁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遥

野在凤凰村生活了几十年袁镇里的变化尧村里的变
化大家都亲身经历遥以前的道路是耶晴天一身灰袁雨天
一腿泥冶袁 现在是干净平坦的水泥路修到家门口噎噎
这都是党的政策好给我们带来了新生活遥 冶在宣讲现
场袁邻里围坐袁讲党的路线方针袁话村里发展变化袁村
民们其乐融融袁心里敞亮遥

野什么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
枪钥 冶为了让村民听得懂尧坐得住尧记得牢袁宣讲现场还
设置了有奖竞答环节遥 野像这样的现场互动答题可以
强化对党史知识的记忆袁在家门口大家一起学很有意
义遥 冶党员黄干成高兴地说遥

野接地气的耶板凳会爷既是党员耶微党课爷袁又是群
众耶大课堂爷遥 我们党总支通过这种方式袁实现了开门
办事袁推动了干部群众发展理念与时俱进遥 我们要在
全村各村民小组推广耶板凳会爷做法袁使此项活动制度
化尧常态化袁进一步提升凤凰村党建水平遥 冶该村党总
支书记邱安健对记者说遥

“小板凳”上听宣讲
本报记者 杨向东

野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袁怎么爱你都不嫌多噎噎冶
每到傍晚袁吾悦广场对面的小广场上如约迎来了熟悉
的旋律和熟悉的身影袁 中联社区 20 多名居民正在这
里跳广场舞遥

王阿姨是中联社区中心广场舞蹈队队长袁自 2012
年广场舞大赛兴起袁爱跳广场舞的她和姐妹们组建了
这支舞蹈队袁用广场舞舞出了社区文明袁舞出了时代
精神袁舞出了社区新风尚遥

据王阿姨介绍袁 她在学校读书时就喜欢跳舞袁毕
业后加入了文艺团队袁跟着专业人士学习跳舞袁这为
她跳广场舞打下了基础遥 退休之前袁她是一家企业的
行政人员袁业余时间经常在中心广场跳广场舞遥 退休
之后有更多时间跳舞了袁跳广场舞给她的人生带来了
很多精彩遥

熊大妈也是舞蹈队的一员袁作为一名医生袁她认
为广场舞简单易学袁跳广场舞既可锻炼身体袁又可愉
悦身心袁还可以增强人际交往能力袁是一举多得的好
事情遥

野近年来袁我们团队加入了不少年轻成员袁她们都
愿意通过跳广场舞的方式来锻炼身体遥 冶 王阿姨说袁
野年轻力量的加入使广场舞更有活力尧 有朝气尧 有创
新遥 大家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练舞袁成了无话不谈的姐
妹遥谁家遇到了什么困难袁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曰哪家
小两口吵架了袁大家一起帮忙劝解遥 我们通过广场舞
走进了彼此的心里遥 时间久了袁大家的集体荣誉感都
特别强遥每次比赛前袁大家都准时到场练习袁坚决不拖
后腿遥 比赛获得奖金袁 就用来购买新的舞蹈服装尧道
具袁争取将广场舞跳出新花样袁跳得更时尚袁跳得更具
时代魅力遥 冶

舞出社区新风尚
本报记者 李文华

为营造敬老爱老氛围袁创建健康尧和谐尧文明的社区环境袁10月 13日上午,射阳盐场在野盐馨雅居冶社区
开展以野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冶为主题的广场舞展演活动遥该场舞蹈兴趣小组先后表演了叶共和国的春天曳
叶一首宽心谣曳叶你若盛开曳等 8个节目袁吸引了社区近百名 60周岁以上老人参加遥 图为广场舞叶红红红曳演出
场景遥 胡海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