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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林 余卫成

红马甲、小旗帜、电瓶
车——今年以来，弶港镇
146名网格员带着微笑行
走在乡村每个角落，报送
平台信息超过3万条。他
们是村民的勤务员、宣传
员和调解员，也是村庄环
境的维护员。

弶港居委会第六网格
员崔亚芹今年4月通过巡
查，将断头路拍照上传平
台引起重视，经反复磋商
形成实施方案。目前，
300 米长的废沟塘已填
平，眼看一条 600 米的水
泥路即将打通，居民群众
别提多高兴了。

八里居委会网格员陈
华东每次巡查时都带着一

只蛇皮袋，看到废纸旧瓶
就顺便装进去。他及时采
集了一号水泥路断层较
多、存在交通安全隐患的
图文信息，先后排除因暴
雨冲击造成的路桥隐患3
处，受到村民们的好评。

双墩村焦成明今年已
调成邻里、界址、家庭等
矛盾13件，看到特困户家
庭困难，他又带头捐款
9000多元，奔前跑后帮助
聋哑人办好低保手续。

前哨村网格员丁卫华
几乎每天都开着电瓶车走
庄线到田头，不是发放宣
传资料，就是宣讲文明创
建、扫黑除恶、秸秆“双
禁”等应知应会知识，对
村民提出的疑问也都能耐
心解答。

小网格大作为

本报讯（记者 张晨）日前，
东台镇召开夏季安全生产工作
会议，并邀请市消防中队和蓝
天救援队开展火灾防控知识讲
解和实地演练。

据悉，该镇将持续深入开
展夏季“百日安全生产排查整
治行动”，以危化品、冶金工贸、
建筑施工和城镇燃气等方面为
重点，进一步强化执法检查和
集中整治，切实防范安全生产
事故的发生。

会后，与会人员前往三荣
服装有限公司进行火灾模拟演
习。消防队员和蓝天救援队队
员现场演示了伤员急救、群众
疏散、灭火器使用等重要技能。

东台镇
部署夏季安全

生产工作

本报讯（施长春 徐
良观）日前，南沈灶镇安
监、公安、供电三部门共
同对富民乐遮阳网等七家
企业进行约谈，督促相关
企业正视存在的安全隐
患，切实抓好整改。

连日来，该镇安委会

组织人员,对安全生产大
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期
间发现的问题进行回头
看。针对相关企业整改不
力的情况，进行再跟踪再
督查，明确整改期限，责
令其7月底前将隐患全部
整改到位。

南沈灶镇督促企业
整改安全隐患

记者 陈美林

采访民警陈浩驰时，他
正处于病假之中。

去年5月，在抓捕犯罪
嫌疑人的途中，陈浩驰遭
遇交通意外，导致脾脏破
裂，全身20多处骨折，经多
日抢救，才从死神手里逃
脱。这次病假，便是前往
医院取出放置在体内的钢
板。

其实，陈浩驰原本不需

要再次请病假，去年车祸
后，医生再三嘱咐他，这么
严重的病情，得休息两年
才可以恢复。然而，才休
养了半年，陈浩驰又迫不
及待地穿上警服，走上了
工作岗位。

他说，自己是民警，是
党员，在家里歇着，心里不
踏实。

踏实，是陈浩驰一直追
求的人生价值。入党九
年，工作八年，无论是在侦

查一线，还是在办公后勤，
陈浩驰以初心和坚守，时
时擦拭着党徽和警徽，诠
释了新时代青年民警的责
任和担当。

对于民警来说，一线工
作是复杂而繁琐的，警情
就是命令，每当110的报警
电话响起，陈浩驰俨然打
一场战役一般冲锋在前。
去年4月，面对手持铁棍的
犯罪嫌疑人，陈浩驰站在
了最前面，以“可顺不可
激”的策略稳住嫌疑人，答
应其要求后，一人进屋谈
判，当别人都为他捏一把
汗时，陈浩驰瞅准时机，在
门即将要关上时，果断出
手，制服嫌疑人。

不是每一次出警都是

危急情况，然而每一次警
车出行都是为了群众的生
活安稳、岁月静好。为打
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陈
浩驰一次次地往辖区跑，
对群众进行防骗宣传，同
时对工作中发现的可疑情
况及时进行阻断隔离，防
范于未然。梁垛镇安洋村
村民王某为此对陈浩驰感
激不已，不是陈浩驰一句

“我是派出所的，让我来
说”，她也许就被电话那头
的犯罪团伙钓上钩，20 万
元打水漂。而在一起货车
电瓶屡屡被盗的案件中，
陈浩驰放弃春节假日，和
同事们一起分析嫌疑人作
案的规律特点，迅速展开
侦查布控，一趟趟地调查

走 访 ，一 次 次 地 分 析 研
判、网上排查，终于锁定
嫌疑人，并迅速出击将其
抓获。

从警之路、始于足下，
在一线接处警的七年时间
里，陈浩驰屡屡立功，不
负党徽、不负警徽。因公
负伤后，陈浩驰工作岗位
调整至刑侦大队综合办公
室，对于公安人员来说，这
是后方，然而要把这个后
方做好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事。原本仅会简单文档操
作的陈浩驰，买起幻灯片、
表格、文档等相关的工具
书学了起来。要么不做，
要做就要尽善尽美，这是
陈浩驰的自我要求。办公
室工作非常考验一个人的

细心和耐心，每一天执法
质量巡查、电子卷宗运用、
涉案财物管控，陈浩驰都
是看了又看，核查了一遍
又一遍，在脾脏切除的情
况下，他依然时常加班加
点工作。

珍惜时代赋予的机会
和舞台，以青春之力，争做
党和人民的忠实卫士，陈
浩驰常常这样对自己说。
因为服务群众、忘我奉献
而“凹得进去”，因为执法
公正、挺立担当而“凸得出
来”，作为新时代的党员，
身着警服的陈浩驰以持续
奋斗的追梦姿态绘就了青
春底色，展现了党和人民
忠诚卫士的风采。

陈浩驰：争做党和人民的榫卯

党旗飘飘党旗飘飘

位于安丰电子信息产业园的盛翔视讯新上全自动连续热帖复合生产线、CNC 龙门加工中心及龙门全自动影像测
量仪等现代设备，专注于高端TV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配套服务，产品供不应求。 记者 张莉琳 摄

连日来，市文化馆配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在
梁垛集镇开展“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主题巡
展。通俗易懂的文字、图文并茂的画面，吸引了过往群
众前来观看。 崔晓峰 朱霆 摄

本报讯（记者 张莉琳 通
讯员 徐文娟 周春兰）连日来，
唐洋镇中苴村加大河湖两违专
项整治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
度，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

该村通过广播、宣传标语
等形式，将人居环境整治的重
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宣传到户到
人。村相关负责人对全村8条
村级河道进行全面巡查，梳理
存在问题，确保不留盲区。将
朝福河两侧鸡舍、蚕室等违建
及两处网箱问题列成清单，交
到相关责任人和户主手中，并
就板渔河段鱼罾问题对相关负
责人发放河道管护通知单，限
期整改到位。

与此同时，村组干部包组
到户动员全体村民常态化做好
家前屋后卫生，持续打造良好
的人居环境。

唐洋镇中苴村

开展专项整治
提升人居环境为加大世界自然遗产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
一期）宣传力度，展示东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
生态发展美卷，现向全社
会征集优秀文艺作品。

一、主办单位
东台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
二、活动主题
紧紧围绕黄(渤)海候

鸟栖息地(第一期)入选《世
界遗产名录》，用文艺的形
式生动展现我市加强生态
建设、坚持绿色发展的导
向，展示东台人民追求幸
福生活努力奋斗的精神风
貌，激励和鼓舞全市人民
为建设“智慧、绿色”为特
质的江苏沿海现代化城市
而不懈奋斗。

三、征集时间
征集启事发布之日起

至2019年9月30日。
四、征集体裁
1、文学剧本类：小说、

散文、诗歌、小戏、小品、曲
艺等。

2、歌曲类：作品为原
创，体裁风格不限，歌曲时
间长度不超过 5 分钟，提
供词曲谱。

3、书画类：书法作品，
书体风格不限；绘画作品，
含国画、水彩画、油画、漫
画、版画等形式。

4、摄影类：彩色、黑白
均可，投稿作品为 JPG 格
式 ，数 据 大 小 不 小 于
3MB，每幅图片要求命名
格式：作品名称+作者姓
名+手机号。

5、工艺美术类：发绣、
烙画、葫芦画、麦秆画、剪
纸、刻纸等。

五、投稿方式

所有投稿均需提供文
档电子版，同时附作品登
记表电子版文档（电子表
格可在东台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官网通知公告栏下
载），电子档发送邮箱为
378906156＠qq.com。原
件投稿地址为：东台市鼓
楼路步行街文化大厦五
楼，东台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文化艺术科，联系电
话：0515－85232971。

六、评审奖励
1、征集活动结束后，

主办方将组织评审，对应
征的作品按照公平公正的
原则进行初评和复评，最
终评选出获奖作品。

2、对获奖作品统一颁
发获奖证书，同时给予奖
金或创作补贴，具体获奖
名额设置：每个类别设置
一等奖各2名，二等奖各4

名，三等奖各6名。
七、其他事项
1、来稿作品必须为原

创作品，且此前未在国家
正式出版物发表。

2、投稿者应对作品拥
有完整的著作权，须承诺
投稿作品是作者本人完成
创作，严禁提交虚假作品
或抄袭他人创作作品。

3、来稿版权归活动主
办方所有，活动主办方有
对征集作品公开发表、结
集出版、排演录制、展览展
示等非商业使用权，作者
享有著作权和署名权。

4、本征稿启事解释权
属于主办单位。凡投稿
者，即视为已同意本征稿
启事所有规定。

2019年7月9日

“世界遗产就在身边”主题文艺作品
征集启事

本报讯（记者 许翰文 通
讯员 吕信宁 彭海琴）近日，许
河镇按照“建重于防，防重于
抢，抢重于救”的方针，结合环
境整治工作，全面部署、统筹安
排，扎实推进防汛防旱工程建
设，努力完善防洪减灾体系。

该镇积极开展防汛防旱业
务培训，加强考核管理，建立健
全长效管护机制，对沿海海堤
划分段面,落实专人驻守观测，
不断加大巡查监督力度。结合
河道环境整治，拆除在河道中
设置的鱼罾、鱼簖、网箱等阻水
障碍物。落实防旱抗旱各项措
施，各村迅速清除条沟、田头
沟、输淋沟上的坝埂，进一步完
善配套设施，既满足农户种植
需要，又保证抗旱进水和涝灾
排水的顺畅。

同时，在镇村主次干道悬
挂宣传横幅，并通过广播播放
防汛防旱知识，营造人人参与
防汛防旱的良好社会氛围。实
行24小时值班制度，完善镇村
联动防控机制，组建防汛抢险
队和抢险预备队，确保防汛防
旱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许河镇

多措并举做好
防汛防旱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