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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
先锋家庭

三仓镇总投资 5000 万元的科杰机动车部件项
目，总建筑面积 8000 平方米，新上汽摩配加工生产
线，生产各类液压制动器，产品应用于摩托机车、电
动自行车生产制造。项目建成达产后，年可产各类
摩托车及电动车液压制动器60万套。

记者 王灿侠 通讯员 沈永红 摄

记者 张晨

走进位于头灶镇中渠
村的堤东地区最大的香菇
种植区，工人们或是采摘
或是运输，忙得热火朝
天。身为老板的王月香和
她的家人们也在这其中。

据王月香介绍，去年
女儿女婿从网上看到香

菇种植这个项目市场前
景不错，就去泰州找种植
的老师傅，组织队伍去学
习技术，一路磕磕绊绊终
于有了现在二十亩大棚
的种植规模。除了全家
齐上阵，王月香把周边农
闲在家的劳动力都召集
过来打工，热心地传授技
术要领。

种植香菇以来，王月
香家人齐心协力，各有分
工。除了在大棚里干活
外，有的负责技术，有的
负责销售，有的负责后
勤，生活与事业经营得有
声有色，不仅打造出了堤
东最大的香菇种植基地，
产品也直销盐城，供不应
求。家人病倒了、摔伤

了，她总是主动站出来填
补空缺，承担起更多的活
儿。一家人被王月香这
种精神感染，每个人都尽
可能地为他人着想，形成
了良好的家风。

王月香是中渠村的
妇女主任、中渠村四组的
组长，村组内不少家庭深
得 王 月 香 的 关 心 与 帮

助。村里的五保户夏文
喜常年患病，日常生活中
总会遇到诸多麻烦，王月
香几次看见他发病躺倒
在田间，都主动将他背到
卫生室治疗。“王主任是
个大善人，我哥哥一有什
么麻烦事，找她准没错。”
夏文喜的弟弟对王月香
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别看我是个农村妇
女，但是我也是个有着
12年党龄的老党员了。”
王月香始终以党章党规
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履行
职责、帮助村民，在乡邻
之 间 树 起 了 优 良 的 口
碑。“今后，要继续发挥党
员先锋带头作用，无愧党
员先锋家庭的荣誉称号。”

王月香：勤恳踏实作榜样 助人为乐聚人心

本报讯（沈鹏 朱霆）连日来，梁垛镇
重点民生实事工程——新建的镇中心
幼儿园正按照序时加快建设。

为适应时代发展，调整和完善全镇
学前教育布局，促进规模办学，提高学
前教育质量，打造苏北水乡一流的乡镇
特色中心幼儿园，该镇进一步加大投
入，决定在集镇新区新建中心幼儿园。
该项目占地25亩，总投资2000万元，规
划建筑总面积 8800 平方米，已开工建
设。

新建的中心幼儿园计划于 2019 年
底竣工，建成后规模为五轨十五个班，
可容纳幼儿1000人。

梁垛镇新建
中心幼儿园

本报讯（记者 张莉琳 通讯员 周春
兰 王晓丽）近期，农业农村部发布第79
号公告，对加强非洲猪瘟应急响应期间
生猪运输车辆监管工作提出明确要
求。连日来，唐洋镇结合实际，积极开
展生猪运输车辆登记备案工作。目前，
该镇已登记运输车辆23辆。

该镇兽医部门落实专人负责生猪
运输车辆监管，强化政策宣传，通过镇
村会议、各村宣传栏、到户送达告知书
等形式，督促从事运输生猪的人员到市
农委登记备案。同时，严格生猪检疫监
管，对运输车辆未备案的，不出具检疫
证明，并按照动物防疫相关法律法规进
行处理。

唐洋镇开展生猪运输
车辆登记备案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一
峰 通讯员 袁晓燕）12
月初，我市 5 家基层医
疗机构全面启动省级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创新
试点项目——基层糖
尿病并发症筛查工作
站建设试点工作。眼
下，相关镇正积极动员
糖尿病患者接受筛查，
及早治疗。

糖 尿 病 并 发 症 筛
查工作站建设试点工
作由中国微循环学会
与省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技术指导中心合作
开展。去年 10 月，省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技
术指导中心专门发文，
面向全省征集建设单
位。我市第二人民医
院、第四人民医院、五
烈镇卫生院、安丰中心
卫生院、三仓人民医院
五家医疗机构经过申
请、答辩等环节，列入
试点建设单位。先后
选派 10 名医护人员到
南京中大医院糖尿病
孵化中心进行为期1-3
个月的专业学习，各家
配备了糖尿病足筛查
箱、数字震动感觉阈值
检查仪、免散瞳眼底照

相机等专业设备。五
家工作站可常态化开
展肾病变、视网膜病变
等筛查项目，每年可为
辖区内的糖尿病患者
开展并发症筛查 2000
例以上。

市卫计委相关负
责同志介绍，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和生活方式
改变，糖尿病患病率及
其并发症发生率逐渐
升高。全国流行病学
调查显示，成人糖尿病
患病率达到9.7%，糖尿
病病程长，需要用药物
与生活方式共同控制
血糖。目前我市共发
现糖尿病人 55190 人，
其中接受管理的37017
人。糖尿病并发症筛
查工作站的建设，有助
于糖尿病早诊早治，延
缓进程，降低危害，起
到“以筛促防”作用。

据悉，我市糖尿病
并发症筛查工作站建
设由江苏省临床重点专
科、省首批基层特色科
室省级孵化中心——孙
子林教授领衔的东南大
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
科团队提供技术后盾。

我市糖尿病基层
孵化器项目全面启动

红芳花卉家庭农场地处梁垛镇张倪村，由回乡创业人员万曰芳独资建设，农场集“花卉种植、科普教育、科技示
范、休闲观光”于一体，包含 8.5 万平方米高档花卉生产连栋温室，8000 吨雨水收集池和 3500 平方米智能化温室花
卉展示厅，是创业富民基地和省示范家庭农场。记者 周宴 摄

（上接第一版）一批标志性文
化旅游项目相继建成开放，使
我市城市文化魅力绽放。

农民的生活越来越有“文
化味”，全市建有280个村（社
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240
个幸福小广场、50个乡村文
化礼堂，368个村（居）全部建
有文化室、图书室（农家书
屋），藏书均达2500册以上，
基本实现了城乡公共文化服
务15分钟文化圈。幸福小广
场更是成为百姓自娱自乐的
大众舞台，形成巨大的文化

“磁场”，活跃了镇村文化氛
围。农闲时分，农民或是去幸
福广场舞一舞，或是去农家书
屋、社区书屋看看书，已经成
为普遍现象。“市有三馆、镇有
一站、村有一室”，在我市，大
家可以尽情享受公共文化服
务带来的润泽。

四十年里，全市每个村
（居）、社区都有3支以上的业
余文艺团队及文化志愿者队
伍。1800多名文化志愿者定
期为群众文化骨干进行音乐、
舞蹈、书画等专业知识培训，
服务群众、服务基层的能力和
水平不断提升。

发展成果你我共享
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诵读引领人生，雅言传承
文明。今年以来，一场经典的
阅读“风暴”——“我为你诵
读”在各部门、单位掀起热潮，
一位位干部职工纷纷走上舞
台声情并茂地演绎了一篇篇
经典篇目，令人回味无穷。

一时间，书香与每个清晨

缭绕在城市上空的鱼汤面的
香味一样，渗入东台的肌理、
融入东台人的生活。海抱着、
水润着的东台城，因这不绝的
袅袅书香，传统文化的基因得
以代代传承。

事实上，我市每一次文化
活动，几乎都是人潮涌动，激
情高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我市各级文化部门依托文化
阵地，积极组织开展各类群众
文化活动，丰富了广大百姓的
精神生活，活跃了城市的文化
氛围。

四十年里，一支支文艺队
伍下乡、到村，除市锡剧团以
外，还有许河杂技团、夕阳红
艺术团、民乐社等有名的群众
性文艺演出团体。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台城最盛时拥有人
民剧场、东台电影院、东台影
剧院、人民大会堂、工人影剧
院、东沪娱乐厅等6处电影放
映场所。农村各乡镇均有流
动 性 电 影 放 映 队 到 大 队
（村）。从2006年起，我市正
式实施“三送工程”，即送戏、
送电影、送书，此后又先后有

“三下乡”“六到村”“四进社
区”等系列活动，将一个个优
秀文艺节目送到百姓家门
口，特别是一年一次的群众
文艺分片汇演和优秀节目调
演活动，坚持了30多年。这
些年来，我市每年组织开展
群文活动2000多场，参与群
众150多万人次。“美丽东台·
民俗闹春”新春踩街活动，成
为城乡居民每年春节期间翘
首以盼的文化盛宴。董永七
仙女文化艺术节与经济联
姻，成为我市推进经济文化

发展的特色品牌。
土腔、土韵、草根演员，

政府搭建平台，群众自编自
导的“群众文化合作社”用一
道道本土“文化快餐”，赢得
了百姓的掌声和鲜花。398
个合作社，正常开展各类惠
民演出，覆盖全市 95％以上
的村居。央视东方时空栏
目、《中国文化报》专题予以
报道。

市文化馆、图书馆、博物
馆和镇中心文化站均实行免
费对公众开放，新春灯谜竞
猜、少儿才艺展示等一系列
免费开放活动相继举办，深
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文化馆
的“ 放飞童 心 少 儿 才 艺 大
赛”、博物馆开展的“博览乐
趣——走进博物馆”等更是
形成了品牌，取得良好社会
效果。图书馆开展的“你读
书，我买单”读书活动，引导
群众读好书、读新书、读自己
想读的书，受到了广大读者
的热烈欢迎。

此外，全国少儿二胡艺术
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少儿
二胡艺术团先后出访德国、
法国、新加坡、韩国等数十个
国家和地区。发绣艺术先后
参展国家、省级艺术博览会，
参加各类比赛获金银奖 150
多项，多次走进中央电视台
《欢乐中国行》《海峡两岸》等
栏目。“基层文化都市行”是近
年正式启动的又一活动品
牌。省文化艺术节期间，一台
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东台地
方文艺节目，在南京市秦淮区
和建邺区进行了巡演，获得一
致好评。

活动时间年度化、艺术内
容主题化、表现形式多样化、
举办方式社会化、参与范围大
众化，成为了我市群众文化活
动鲜明的特点。让群众唱起
来、跳起来、笑起来、乐起来，
让生活走向艺术，用文化引领
时尚，成为了东台人幸福指数
不断攀升、社会和谐发展的有
效途径。

特色文化精品迭出
文化自信有力彰显

去年，我市以“中国好人”
陈晓明山区支教为蓝本创作
的曲艺节目方言说唱《筑梦月
亮山》连获省文华奖“优秀节
目奖”曲艺类第一名和江苏曲
艺“芦花奖”节目奖。

放眼四十年里我市的文
化作品，可以欣喜地看到，一
个个富于东台特色的文化精
品，支撑起我市的文化自信。

四十年里，文化艺术创
作不断繁荣发展，创作出一
批“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
近群众”的文艺作品。戏曲、
发绣、文学、书画等优秀文化
作品不断涌现，先后 2 次获
国家群星奖，连续五届获省
五星工程奖。小淮剧《我是
你的留守妻》获省第七届五
星工程奖金奖，于长安大剧
院参加“大地情深”优秀节目
展演，获文化部第十五届群
星奖。儿童音乐剧《梅香阵
阵》获江苏省第五届少儿艺
术节金奖，并获文化部、财政
部、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
儿童音乐剧推广优秀剧目
奖。小戏《招聘》《渔娘》先后

获中国戏剧文学奖。小淮剧
《民工哥哥回家来》获2012年
江苏省第十届五星工程奖金
奖。《汉宫殇》《鸭鸣湖畔》等
十多部作品先后获省和盐城
市以上奖项。

四十年里，作为地域性工
艺品的东台发绣不断推陈出
新，作品频频在国内外文化
交流中大放异彩。陈伯余的
《富春山居图》《清明上河图》
等，王琼的《姑苏繁华图》《清
明 上 河 图》《八 十 七 神 仙
卷》……精品数不胜数。特
别是自2007年，国家正式授
予我市“中国东台发绣艺术
之乡”称号以来，东台发绣迎
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春天，
发绣作品的收藏价值和技艺
都有很大提升。

在文学作品创作上，改革
开放的四十年是我市文学事
业大繁荣大发展的四十年，
一批批优秀作家脱颖而出，
一部部优秀作品出版发行，
小说创作异军突起，诗歌创
作亮点纷呈，散文创作影响
广泛，此外，戏剧、杂文、网络
创作等百花齐放。据不完全
统计，近30年出版的东台文
学作品已达150多部，不仅数
量之多，而且质量很高。

在书画创作上，我市拥有
国家、省市会员数以百计，在
国家、省级展览中，东台书画
家作品入展或入选、获奖不
计其数，有效拓展和提升了
东台书画的影响力和知名
度。特别是被命名为“中国
书画艺术之乡”后，我市书画
活动更为活跃，书画培训和
书画教育得到空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