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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民俗踩街活动将在明日举行。为
了向全市人民呈现一场民俗闹春文化盛宴，连日
来城乡各地参演人员盛装彩排，将幸福和欢庆的滋
味写满大地。徐越峰 摄




























孟晓鸣 蒋林 杨九华

2月12日下午，弶港渔妹子艺术团排练场内，迎
春送福沿海行原创综艺节目在喜庆气氛中进行最
后一次合练彩排。

当地渔家女丁先兰八年前创办了弶港渔妹子艺
术团。艺术团根植沿海服务乡亲，八年间年年闹新
春，倾情送文化，被耕海牧渔人誉为“不离海的艺术
团，不离滩的献艺人”。

今年渔妹子艺术团从正月初二至正月十六期
间，不但参加全市民俗闹春踩街活动和优秀群众文
艺节目调演，而且还将深入百里海岸，为多个渔村
进行慰问演出。为了给依海居滩的赶海人送上新
春美好祝福，她们创作排练了舞蹈《海角红》、情景
歌舞《挑担渔歌把家还》、单口快板《渔船出海十不
准》等等。

正月闹海潮，千帆赛海忙。一年一度的春捕渔
汛在新春正月拉开序幕。为了不误渔时、不误演
出，艺术团的渔家女勤动脑、巧安排，早早准备好自
家渔船上的网具绳索、淡水食品，全身心、全天候地
投入到“新春沿海行”的节目排练之中。她们笑灿
灿地说：“海上渔歌欢，岸上甜歌和，这就是我们渔
家妹子们期盼的幸福好光景。”

弶港渔家女
送艺闹新春

本报讯（记者 袁效川）红红火火过大年！市内景点
免费大巴带你游，逾15个大大小小的文艺演出等着你，
图书馆、文化馆为你免费开放，书画展、读书会、摄影
展、棋艺赛、休闲竞技……琳琅满目，总有适合你的玩
法。

春节期间，我市文化系统将广泛开展文化进万家、
送欢乐下基层、文艺志愿服务等文化活动，惠民、为民、
乐民，为城乡群众生活更添浓浓中国年的喜庆氛围。

作为每年最盛大的一项固定节目，“美丽东台·民俗
闹春”巡游踩街活动照例在正月初二举行。届时，台城
又将成欢乐的海洋。这项活动已逐渐成为东台人过年
的一个记忆，在全国范围产生影响，东台人民俗闹春图
片被新华社播发。

文化进万家文艺巡演、展演，少儿综合才艺展演，
“蓝天歌友”专场演奏会，京剧、民族舞、葫芦丝、二胡，
舞蹈表演、喜剧幽默、杂技荟萃，老少皆有兴趣所在，待
到年味渐散时，还有一场新春群众文艺优秀节目调演等

待奉献给全市人民。
喜欢旅游的明天就可以享受免费之旅了。“迎新

春·市内免费一日游”活动，游客免费乘坐大巴参观西溪
景区、黄海森林、安丰古镇、甘港老家等景区，每天限额
200名。全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从2月10日起就开始
接 受 报 名 ，有 兴 趣 的 可 以 拨 打 咨 询 电 话
0515-68962398。

今天怎么玩？西溪景区有国际马戏嘉年华暨欢乐
灯会，不过要等到晚上。如果没过上午9点，你可以赶
去看开城门仪式，或者邀几个好友一起去黄海森林公
园，那里有木工坊体验活动,每4人一组，同时进行简易
手工体验比赛，参与者有纪念品，优胜者有抽奖机会。
森林公园还推出美食体验、萝卜车障碍赛、森林攀岩和
射击。参加“我在黄海森林过大年”活动，在景区入口
处给出六个场景图，游客分别在六个场景自拍，将自拍
照分享到朋友圈并留言“我在黄海森林过大年”，即可
至游客服务中心参加抽奖。森林公园更有新年礼包等

着你，内含黄海森林定制发绣、温泉酒店或木屋体验
券、定制邮票、随机祝福红包等。这些活动从正月初一
延续到初六。

如果你是读书控，图书馆新春读者座谈会、文博馆
历史文化知识竞答等你来。如果你是棋艺爱好者，第九
届“群友杯”象棋围棋新春联谊赛是你一展身手的好机
会。如果你是书画爱好者，有曹万峰、嵇亚林书画展，
铁军印记专题展。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有“走进美丽
东台”摄影展、“寻找最美全家福”摄影大赛……

寻年味忆老家、品东台传统美食小吃，甘港老家是
好去处。看黄梅戏、淮剧、越剧和京剧等民俗乡情戏曲
展演，梦回童年寻童趣歌舞表演、萌宠秀、新春家庭亲
子拓展活动一定会让你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想要总揽春节期间东台旅游文化活动，做到哪天上
哪儿去成竹在胸，那就找出2月14日的《东台日报》，在
第六版上两套表格道尽过年开心事。

春节期间全市旅游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本报讯（记者 戴海波）一年一度的“美丽东台·民俗
闹春”大型巡游踩街活动，作为最令人期待的文化大
餐，明天将如约举行。

今年的踩街活动于2月17日上午9：00-11：00举
行，巡游路线从公园西门出发，经海陵南路、步行街至文化
广场，然后从红兰路向北到大润发十字路口，从望海西路
过国贸十字路口，再从海陵北路到德润广场门前，终点设
在广场路。演出队伍来自我市各镇区和市直部门，由三辆
花车、近千人组成16个表演方阵，在文化广场、国贸十字

路口和德润广场门前设3个表演节点。
我市已连续开展五届新春巡游踩街活动，今年是

第六届，主题突出“新”，分别呈现龙腾新时代、鼓舞新
生活、踏歌新征程、建设新东台四个篇章。方阵中，有
富安的手鼓舞、狮子舞，梁垛镇的三龙腾飞，时堰的群
龙狂舞，溱东的彩扇连厢舞，还有南沈灶和三仓的特色
果蔬表演，西溪景区和安丰镇的特色文化和民俗表
演。本报将派全媒体记者团队全程直播此次活动，从
多个角度拍摄文化闹春的精彩画面。

美丽东台民俗闹春

大型巡游踩街明日欢乐全城

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全市卫生计生工作会议
日前召开，会议紧扣体系建设、智慧健康、能力提升
和机制创新，确定的重点工作与进一步提升广大百
姓幸福感密切相关。

今年，我市将做好市人民医院三级医院复核评
价、市中医院东西院区联动发展、市妇幼保健院整
体搬迁工程、时堰中心卫生院整体搬迁等重点工程
建设，各镇卫生院按照“一院一特”提升差别化竞争
力，确保新创成3个省示范镇卫生院，实现省示范镇
卫生院全覆盖。全面落实村卫生室长效管理措施，
高质量、高标准对10个社区卫生服务站进行提档升
级，力争创成20个省示范村卫生室。

重抓品牌创塑，确保年内建成1个省级重点专
科、力争10个盐城市级重点专科达到省级专科建设
水平、打造100个特色科室，实现所有在职人员培训
提升全覆盖，全系统装备水平位居盐城第一方阵。

在提升“五大信息中心”的基础上，运行市互联
网医院，探索中医服务新业态，创新签约服务模
式。多层次打造好疾病控制、卫生应急、妇幼保健、
卫生监督、爱国卫生和血防工作等保障壁垒。重抓
计划生育，全周期服务好人口发展。

健康东台
提质蓝图划定

敬 告 读 者敬 告 读 者

因春节放假，2 月 17 至 2 月 21 日休

刊，2 月 22 日正常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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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农保处）我市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将由
每人每月125元提高至135元，从2018年 1月 1日
起开始执行。连日来，市人社和财政部门积极筹措
安排资金，抓紧完成提标发放和差额补发工作，确
保3月底前将政策落实到位。

本次基础养老金调整，是我市新型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制度建立以来的第7次上调，从最初的每人
每月60元逐年递增。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持续提
高城乡居民收入“富民33条”第23条意见，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省定最低标准以每年不
低于8%的增幅进行调整。

作为一项惠民福祉工程，我市基础养老金这项
支出将由中央、省和我市三级公共财政共同负担，
共惠及我市24万城乡居民。

我市城乡居民
基础养老金再上调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当新年的曙光照向
大地，东台的奋进之舟又一次挺进在发展潮头。

走过波澜起伏的 2017 年，我们饱含敬畏，充满
力量，升腾希望！

这一年，新经济激发新动能，我们对未来发展
的底气更足。

创新和实干拓开新经济发展大道，智慧和绿色
的旗帜迎风飘扬，智能制造快速崛起，电子信息、新
能源等产业地标影响力不断增强，全国工业百强县
(市)排名攀升31位，全国百强县(市)列第28位。

这一年，面向未来内外兼修，我们前行的步伐
愈发稳健从容。

“放管服”改革亮点纷呈，优质的软环境，激活
发展一池春水。盐通高铁开工建设，东兴高速进入
勘探设计阶段，大循环路网加速形成。“一镇一园一
特”竞相发展，“一片林”工程高标准推进，宜居宜业
宜游的诗意东台气质独显。

这一年，激流转变中生活向好，我们对幸福指

数再添惊喜。
“四个一”工程和“八大富民模式”铺开致富的

坦途，居民收入和人均储蓄依然保持苏北第一、苏
中上游。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覆盖城乡，教育、医
疗、文化等布局更加均衡合理，民生实事带来更多
获得感，脱贫攻坚更加精准有力。

这一年，清明的政治生活成为常态，我们在阳
光下共建共享。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作风建设
持抓不懈，干部队伍战斗力执行力进一步增强。企
业家队伍建设卓有成效，新生代企业家茁壮成长，
骨干支撑作用更加凸显，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加速
集聚，形成人才引领发展的生动格局。

一年来的发展实践，生动诠释了成功源自奋
斗。

一年来的瞩目成绩，光辉再现了卓越源自追
求。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肩负新的责任与使命，

播撒新的梦想与希望。
新交通、新经济、新生态、新旅游、新生活——

新时代发展蓝图已然绘就。“五大新实践”正引领百
万人民凝心聚力，目标同向，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以更高的追求、更宽的视野、更系统性的
步骤，在发展质量、城乡融合、开放竞争、共建共享
上增创新优势，创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中
国人居环境奖和全国文明城市“三张金色名片”，全
方位深度融接上海，共同书写“强富美高”新东台发
展新答卷。

新一轮奋斗之旅壮阔开启，我们已在路上。
一元更始是新岁，而今迈步从头越。推开时光

之门，新的朝阳已然跃升在地平线上。让我们一起
跨过新年的门槛，踩着奋进的鼓点一路高歌，聚精
会神无问西东，书写黄海明珠金东台新的芳华。

衷心祝福东台新的一年硕果满仓，祝福全市人
民每一个今天都比昨天更美好，每一个明天都比今
天更值得期盼！

新 春 献 词新 春 献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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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在市体育馆举办“乐业家乡 创响
东台”新春就业创业洽谈会，热忱欢迎
有就业、创业意愿的人员前往洽谈和
咨询。

欢迎广大群众监督节日期间作风建设
举报电话：852667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