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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醒——今 日 天 气 本市：多云，东北风3级，17℃/27℃ 大丰:16℃/26℃ 兴化:17℃/29℃ 海安:18℃/28℃

记者 周洪悦
通讯员 顾礼学 邢成龙

连日来，到安丰古街廉政文化
教育基地“清风馆”学习的党员干
部络绎不绝，大家参观“廉风溯源”

“廉之风骨”“廉之风韵”板块后，
“知廉倡廉、践廉守廉、崇廉敬廉”
的意识油然而生。安丰在乡村治
理中，同步抓好政治生态、自然生
态和社会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促进
全镇经济社会持续高质量发展。

把政治生态治理放在第一
位。深化“作风建设夯实年”活动，
打造乡村振兴治理有效“丰产方”，
努力将党建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
展优势，形成党风政风清正、干部
作风清明、村级权力清源、民情乡
风清淳、村容环境清爽的“五清”气
象，对此镇党委主要负责人有独到

见解，“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推
进器，党员干部用好这个推进器，
就得从立政德、强自身做起”。坚
持“双强”标准，壮大头雁队伍，选
拔3名机关干部任村党组织书记，
13名优秀退役士兵进入村“两委
会”班子。17个村居基层党组织
不断丰富拓展“统一活动日”形式，
巩固“一强五带”“四网聚合力”党
建工作法，完善“一加十、十加百”
联系制度，提升党员积分制管理实
效，干部担当和实干本领显著增
强。同明村去年调整村“两委会”
班子，镇党委选派镇农经干事任村
书记，省委组织部选派江苏省仓东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到
该村任第一书记，为村级班子注入
了活力。新班子，新思路，新发
展。同明村党总支成立土地管理
党支部，提升农业产出，推动集体

增收，当年不仅化解了村级债务
60多万元，还增加村集体经营性
收入72万元。

在自然生态治理上加大投
入。2019 年为民办实事项目 20
个，其中生态环境项目7个。已配
套延伸敬老院、大港工业园，串场
河沿岸居民生活污水管网，新建九
桥、联合、丰新、通榆四村污水处理
设施，实施垃圾压缩中转站迁建工
程，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运处理率
95%以上。投入 2000 多万元，新
上全市乡镇首家工业园区污水处
理厂，目前已运行使用。深入实施

“263”专项行动，禁养区内36户规
模养殖场全部搬迁，粪污无害化处
理和综合利用率近100%。完善河
长制网络管理体系，按照“水清、河
畅、岸绿、景美”标准，疏浚整治河
道9公里，建成样板河道6条。大

规模实施镇村增绿行动，建成通榆
河沿线两岸宽 100米生态防护林
1000亩，林木覆盖率提高到41%，
成为首批省生态文明示范镇。

创新社会生态治理共享共建
格局。各村（居）各部门党组织按
照社会治理“一张网”要求，强化联
动实效，提升网格化实战能力，不
断提高社会治理工作法治化、智能
化、专业化水平。“民主法治示范
村”创建全面达标，全镇17个村，有
9个村获评省级民主法治村，8个村
被命名为盐城市级民主法治村。
深化“平安安丰”建设，有效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强化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切实保障公共安全，加大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力度，加强应急能
力建设，基层治理水平稳步提升，
去年安丰镇被省委、省政府联合表
彰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

安丰镇乡村治理气象新

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东台镇
党委立足新形势下基层党员干部
素质提升，纵深推进“510”警示教
育，开展系列活动，以实着子硬目
标促进全镇党员干部当好“三大
员”：服务城市发展的“服务员”，
推进经济高质量运行的“战斗
员”，提升人民高品质生活的“指
挥员”。

如何当好“三大员”？该镇党委
着重从廉洁守纪律和工作争一流两
个方面提出对党员干部锤炼提升。

一方面，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
警示教育和廉政实境活动，引导党

员干部知行合一，自醒自律，主动
担当。镇党委召开党风廉政教育
大会，集中观看涉农补贴、扶贫帮
困、危房改造等方面的警示教育专
题片，通报本镇党员干部违纪案
件，要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保
持思想和行动自觉，严守政治和纪
律红线，担起全面从严治党职责。
镇纪委专题召开村居、社区纪检委
员“讲政治、强担当、比业绩”主题
培训会，发挥村级纪检委员“前沿
哨兵”的监督作用，推动构建为
民、务实、清廉的乡村政治生态。
各村居社区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

进行党性和廉政警示教育：新东街
道、富民村开展“敬廉崇俭、筑牢
防线”专题财务学习培训；三灶
村、兴房村、潘舍村、华灶村、八林
社区、新兴社区、海丰居等利用党
员活动日相继举行学习农村基层
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专题
会；北海社区、团北村举行“讲政
治、强担当、比业绩”专题会；盈河
村开展“传承好家风、涵养好作
风”活动……

另一方面，紧扣工作实际，有
针对性地对镇村党员干部定要求，
明职责。要求镇三套班子领导率

先垂范，力戒官僚主义，形式主
义，项目化推进招商引资、全民创
业、服务企业、城市建设、服务居
民、扶贫攻坚等各项工作。镇纪委
半月一督查，一月一通报，发现问
题，严肃查处，及时纠正。在全镇
9000名党员干部中开展“知敬畏、
严自律、尽职责”主题实践活动，
通过惠民服务当亲人、领航发展当
智星、倡树形象当先锋等“三当”
示范，让广大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受
监督、文明实践在一线、乡村振兴
当排头，真正做到自我净化、自我
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东台镇纵深推进警示教育
促进党员干部当好“三大员”

张一峰 邹鹏安

6月 6日，东台镇海堰居委会7组
67号冯连喜的家，百岁老人马桂珍老
太端坐正堂，市、镇、居领导、亲朋好友
一个个上前向老人祝寿，送上喜金、寿
匾。老人兴奋地说，共产党好啊！我
们的国家好啊！

现年79岁的冯连喜是马老太的大
儿子，曾任村党支部书记。他介绍，母
亲寡居持家46年了，如今一大家子五
代30多人，都是母亲抱大的。母亲是
个好强的人，年轻时曾当过村妇女主
任，获得过劳动能手称号，干农活、做
工作从不落人后。为了带着一大家子
过上好日子，她养猪、养羊，操持家务，
成天忙个不停。历史上，海丰一带是
植棉大镇，母亲不仅田种得好，而且蚕
养得精，附近出了名。任职上海某大
型企业的长孙冯定兵动情地说，如今
孙辈们有了出息，是奶奶勤俭持家，操
劳一身，为晚辈们树起了榜样。孙辈、
重孙辈中不少人在上海、苏南打拼站
稳了脚跟，得益于奶奶的教诲。现在，
大家一回到家中，第一件事，就是来看
看奶奶。老人安康，是一大家子的福
气。

记者了解到，马老太一生无特殊
嗜好，到现在饮食依然是随茶便饭，起
居自理。老人喜食甜，儿孙们时常捎
给她些糖果，大城市的时新花样、传统
的小块糖都有。

德高望重老寿星
颐养天年享清福

陈佳玲

“今天，我成为一名少先队
员啦！”5月29日上午，在《红领
巾飘起来》的歌声里，三仓镇新
农小学 45 名新队员戴上了鲜
艳的红领巾，成为光荣的少先
队员。每年六一前夕，组织新
队员入队仪式成为新农小学大
队辅导员乐太辉的一项固定而
又琐碎的工作。看着小队员们
流露出的激动和幸福的神情，
乐太辉的心里充满着感动：“那
一刻是神圣而光荣的，我为他
们感到自豪。”

2004年从江苏师范大学小
学教育专业毕业后，乐太辉本
有机会在军队工作，但最后选
择了回乡做一名农村小学教
师。这个在外人看来有点“傻”
的决定，却是乐太辉从未后悔
的选择。在新农小学工作的
15年里，他始终把工作和学生
放在第一位，服务农村、奉献家
乡早已深深烙在他的心中。

听过乐太辉课的老师都有
同样的感受，在他的课堂上，总
是充满着欢声笑语。同事们都
说，乐老师对学生是倾注了感
情的，他对孩子们的爱，也让学
生们爱上了他的课。他的这一
教学理念，契合了他获盐城市
一等奖的论文《狼爱上羊，学生
爱上英语》主题。

在接管少先队工作期间，
乐太辉所在的新农小学多次获
得市少先队工作的四个“十佳”
表彰。在组织“江苏好少年”申
报、一年级新生入队仪式、建队
日活动等大队活动中，乐太辉
用自己辛勤的付出，向团市委
交了一份份满意的答卷。去年
11月底，新农小学承办了由17
所学校参加的片级考核现场
会，乐太辉倍受鼓舞，在布置队
室、设计中队课等环节里付出
了大量的心血。少先队工作，
成为他展示自我和热爱教育的
又一舞台。

2016 年寒假，常年患有喉

痛的乐太辉开始觉得有些力不
从心，上课的时候只能用轻轻
的嗓音教学，随着病情的加重，
他愈发感到吃力。起初，他只
是利用休息时间去诊所开点
药，并没有放在心上，照常坚持
上课。在同事的多次催促下，
他才去市人民医院治疗。在等
待化验结果的时间里，乐太辉
依然坚持返校上课。两个月
后，病情不断恶化的他，终于支
撑不住，被家人送进了南通市
肿瘤医院，最终确诊为恶性淋
巴瘤。

在医院接受治疗期间，乐
太辉心里依然牵挂着班上的孩
子，主动将一些多年整理的复
习资料通过网络发给同事，他
说：“这样在减少同事负担的同
时，也提高了孩子们的学习效
率”。同事都说他病情拖得太
久，耽误了治疗，可是他却坚持
道：“谁又一开始就想到后果这
么严重，不都是一边治疗，一边
坚持上课吗，哪怕看着孩子做
作业也安心呀。”

在新农小学校长沈海波眼
中，乐太辉是个身上充满傻劲
儿的大男孩。在他心中，教
学、少先队工作、学籍管理、班
级管理等工作，一个都不忍落
下。转到苏州市附一院治疗
后，乐太辉于 2017 年 4月康复
出院，随后他主动提前一个月
返校工作。在康复后的一年
多里，他的《道德与法治》课得
到市教育局教研员的好评；他
把文明礼仪教育、一日常规教
育等搬进课堂，引领学生自主
管理班级；他主动关心班级后
进生和智残生；他第一时间主
动打扫办公室；同事有事请
假，他主动代班……

心 中 充 满 爱 ，洒 在 校 园
间。今年 4 月，乐太辉被评选
为2018年度“三仓好人”，他用
实际行动践行了热爱教育的初
心，如感恩生命一般回馈着养
育他的一方土地。

乐太辉：

爱 满 校 园

陈宏珠 薛菲 文/摄

近日，为积极响应“蓝天保
卫战，我是行动者”的号召，增
强师生生态文明观念和环保意
识，市幼儿园开展了“环保布袋
DIY”彩绘活动。

一个袋子、一盒彩笔，巧用
手中的工具，插上想象的翅膀，
市幼萌娃们用稚嫩的小手描绘
出自己专属的环保袋。孩子们
行动的同时，老师们也用马克

笔、丙烯颜料等对帆布袋进行
改造和美化，将环保、公益等主
题融入自己的创作中，精心绘
制出环保图案，倡导大家爱护
环境，从我做起，减少“白色垃
圾”对环境的污染。五彩缤纷
的颜色跳跃在环保袋上，彰显
出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活
力。萌娃们相互展示自己的作
品，纷纷拿出随身物品放入袋
中，分享着活动的感受，其乐融
融。

市幼举办环保袋DIY活动
倡导环保生活

6 月 9 日，市供电公司人员在
安丰镇联合村架设国贸农庄 400
伏电力线路，满足生态种植和乡村
旅游用电需求。

记者 唐雅 通讯员 孙永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