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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唐雅 通讯员 王朝生

在经济开发区城北社区，
有这样一位老人,两年多来，
他奔波在全市各镇区的敬老
院里，为腿脚不便的老人免费
提供修脚服务。他就是现年
63岁的卞书荣。

卞书荣早年在企业上班，
改制离岗后跑出租车。2018
年他陪朋友到敬老院办事，看
到老人们虽然衣食无忧，但由
于年事已高，很难弯腰洗脚、
修剪指甲，便有了为老年人免
费修脚的想法。此后，他每次
去浴室洗澡，都主动拜师学
艺，很快掌握了一套修脚的基
本技能。

2019 年初，卞书荣购买
了磨头机、修脚刀、剪刀等工
具，放置在面包车的后备箱
内，巡回在各镇区的敬老院
为老人修脚。他戴上口罩，
手持工具，耐心细致，从不嫌
弃。为防止修脚产生的粉末

影响室内环境，他冬天在朝
阳的走廊里操作，夏天在通
风的树荫下修磨。卞书荣还
购买了两把转速不同的电磨
机，外加四五十米长的电源
线和拖线板，以方便室外修
脚。两年来，仅修脚工具就
更新了好几回。

2019年下半年开始，除了
去镇区的敬老院，卞书荣还为
东台康复医院等地的老人免
费服务。有些敬老院的老人
理发不方便，他又学会了理
发，自购理发工具，义务为廉贻
等敬老院的老人理发。据不完
全统计，去年卞书荣义务修脚
40多天，服务对象千余人次。

去年底，卞书荣又加入了
东台南梁文化志愿者协会。
今年2月初，协会招募车辆去
麻风病康复村时，他第一个报
了名。到达目的地后，他立即
卸下随车的修脚工具……卞
书荣说：“只要身体允许，我要
将免费修脚一直干下去。”

六旬老人甘当

义务修脚工

本报综合报道

踏着春天的步伐，带着新
年的喜悦，全市各学校又步入
了一个新学期。开学第一天，
各学校开学工作井然有序，老
师、学生们满怀喜悦的心情，带
着美好的憧憬，以崭新的面貌
迎接新学期。

市第一中学：
开学即冲刺 学习氛围浓

朗读声、翻书声、脚步声
……春风正暖，生机勃发，2月
22 日是市第一中学本学期正
式开学的首日，步入整洁干净
的校园，浓浓的学习氛围扑面
而来。

“表面看起来是指佳人，
其实诗人要表达的本意并不
是这样”“好，请坐，有别的解答
思路请举手”……早晨7:50，在
高三年级教室走廊走一遍，耳
边可以听到语文、数学课堂上
的讲课声。瞅一眼，老师们讲
得动情，学生们听得聚精会
神，一张张青春脸庞上写满求
知的欲望。浓厚的学习氛围，
让人难以联想到这是新学期
正式开学的第一天。据了解，
今年我省的高考时间依然是
在 6月份，因而高三师生特别
珍惜高考前的这几个月，新学
期伊始，市第一中学五百多名
高三学子以开学即冲刺的姿
态奋力备考。

而在教室最后一排，深入
课堂教学一线的听课人员同样
听得用心，记录得认真。教务
处副主任、高三年级主任叶聪
介绍，市第一中学有新学期开
学听课的传统，学校中层以上
干部分别深入各班级听课交
流。实际上，为了新学期各项
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方面做
足了功课。副校长陈干表示，
学校严格落实市教育局开学准
备工作会议精神，提前准备精
心安排。

按疫情防控的要求，组织
学生安全有序返校，并开展全
校安全大检查，上好新学期安
全第一课。总务后勤部门提前
一周整理校园环境，合理购置
疫情防控、师生学习生活工作
的必备物资。疫情防控体现在
很多细节，更融入到了师生日
常。每一名学生报到时除了学
习相关资料，均带着一份返校
前的体温记录表，全校采取错
峰上学、错峰就餐制，每天早

晨、中午有四个上学报到时段，
师生要经校门口、教室门口两
道测温，才可以进入教室。此
外，学校还组织各类专题会议，
对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进行全
面布置，引导全校师生更好地
从休假模式尽早切换到工作学
习状态。全校上下咬定目标，
同心同向。

市一小：
防控措施严格 主题活动丰富

早上 7 点多，沉寂了一个
寒假的学校又恢复了往日的热
闹。在市第一小学本部校门
外，同学们背着书包，佩戴口
罩，胸口挂着每日体温记录卡，
按照地面上的一米线标识有序
排队，从测温通道依次进入学
校。

市一小本部校长吉云兰介
绍，从年前放假开始，学校就加
强就地过年的宣传，动员学生
及家长非必要不离开东台。寒
假期间，储备了充足的防疫物
资，根据疫情变化完善应急预
案，并对师生开学前14天进行
健康监测，精准把控可返校师
生名单。开学前组织疫情防控
专项演练，对校园公共区域及
每间教室都进行了消毒。开学
后，班主任每天做好开窗通风
和教室内地面、课桌椅物体表
面的正常清洁消毒工作。

返校第一天，如何在校内
做好防疫措施，保护好自己的
安全健康，成了每一位同学必
修的第一课。在市一小本部
405 班，班主任万思敏利用第
一堂课开展疫情防控宣传教育
主题队课。通过播放视频、课
件，开展疫情防控知识问答等
形式，向同学们科普疫情防控
的有关知识，进一步提高全体
学生的防疫能力。同学们纷纷
表示，通过这节课，更加清楚防
疫的重要性，今后将更加注意
个人卫生，学习防疫两不误。

上午 9 点钟，在市一小东
关校区，开学第一天的升旗仪
式正在进行。激昂雄壮的《义
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在朝
阳的映照下冉冉升起。升国旗
仪式上，“学党史、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系列活动正式启
动，全体少先队员重温入队誓
词，师生代表分别作国旗下讲
话，号召全体师生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
同步伐，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
革命传统，肩负起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市一小东关校区校长张健

表示，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又是建党100周年，学校计
划在全体师生中开展“学党史、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主题
教育活动，开学第一天，举行启
动仪式。在建党 100 周年之
际，学校还准备在全体师生中
开展读一本歌颂党的书籍、讲
一则英雄故事、看一部红色电
影、唱一首红歌、编一份党史手
抄报活动，通过活动的开展，使
全体学生熟悉党的历史、感恩
党的英明，从小听党话、跟党
走，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市幼范公路分园：
开学第一天 幼儿园里欢乐多

2 月 22 日一大早，市幼范
公路分园园长和老师们早早等
候在幼儿园门口，迎接孩子们
的到来。小朋友们有礼貌地和
老师们打招呼，独自走过幼儿
测温通道，在值班老师的指导
下逐一进行小手消毒，耐心等
待保健老师的再次晨检，一切
正常后，拿上健康的小红牌，开
开心心进教室。和小班、中班
的小朋友不同，大班的孩子们
俨然小大人一般，在进入教室
之前，量体温、看时间、做记录，
全部自己独立完成。

在幼儿园，开学第一天一
般都是最“热闹”的一天，为了

帮助萌娃们远离“开学焦虑
症”，快速回归校园生活，市幼
范公路分园的老师为孩子们准
备了各种“惊喜”，安排了很多
丰富多彩的活动，努力为孩子
们营造温馨快乐的学习环境。

丰富有趣的晨间活动、仪
式感满满的升旗仪式让孩子们
打开心扉，熟悉环境；聊聊快乐
的寒假等语言课打开了小朋友
们的话匣子，不知不觉中开启

“学习模式”；花样百出的区域
游戏，孩子们沉浸在角色扮演
中，自得其乐。中三班幼儿杨
承熹表示，自己正在煮鱼汤面
给小朋友们吃。幼儿朱婧瑶则
开心地说，自己又遇到好朋友
了。

据了解，为了给孩子们创
造快乐安全的生活环境，全园
教职工提前对园内功能室、活
动室、操场、楼梯、走廊等区域
开展全方位的消杀，做到全覆
盖、无死角。为了确保幼儿健
康成长，保证饮食均衡营养，幼
儿园始终把幼儿膳食管理工作
放在首位，注重幼儿膳食的科
学性、合理性与安全性。市幼
范公路分园园长史蓉介绍，为
了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开学前，
幼儿园主要围绕疫情防控、师
资建设、环境布置、开学准备、
卫生消杀、安全管理等重点工
作统筹安排，力求做细做实，确
保开学各项工作安全、有序、规
范地开展。

新学期新征程新学期新征程春天里起好步春天里起好步

针对春节前，从外地返乡的人员增多；春节后，返乡人员外出
打工，核酸采集量大的实际，连日来，南沈灶镇卫生院抽调精干力
量，组织专班，积极做好核酸采样工作。到 2 月 17 日（正月初六），
南沈灶镇卫生院累计为全镇 3281 人做好了核酸采样工作。

曹燕妮 刘兴仁 徐良观 摄

本报讯（赵琳玲）近日，国
家开放大学江苏分部公布了
2020 年度网上教学辅导工作
评比结果，东台开放大学荣获
2020 年度全省网上教学优秀
单位，学校开放教育部被评为
2020 年度优秀管理团队，10
名同志被评为2020年度江苏
开放大学优秀教师，2名同志
被评为2020年度教学检查优
秀组织者和优秀管理工作者，
2 名同志指导的“共同进步”
学习小组、晏溪学习小组被评
为2020年度优秀学习小组，5

名同志所在的教学团队被评
为优秀课程教学团队，2名同
志被评为2020年度优秀班主
任。

近年来，东台开放大学积
极推行网上教学辅导工作服
务模式创新，在全省首创网上
教学辅导说课竞赛活动，首提
《八张表格助推开放学员高质
量完成学习》的网上教学辅导
做法，首推“新连心”学习支持
服务模式，较好地促进了开放
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连续
四年获评网上教学优秀单位。

东台开放大学蝉联

省网上教学优秀单位

本报讯（仲汉群 朱霆）
为进一步传承好红色基因，
焕发广大 会 员 推进乡村振
兴、建设美好梁垛的热情，
梁垛镇老 促 会 组织广大会
员开展“一行三比”活动。

“一行三比”活动即开展
红色镇村行和比告慰先烈、
比红色传承、比服务村民致
富活动。 组织 会 员 认真 学
习东台和 本 镇 革命老区发
展史，参观瞻仰革命遗址和
烈士墓，走访慰问烈军属和
困难群众，挖掘整理红色故

事 ，开 展 红 色 文 化 宣 讲 活
动。深入开展以“热心公益
做好事，推进发展办实事，
促进和谐解难事”为内容的

“赛三事”活动，引导会员们
争当“比贡献、比服务、比作
为”的示范先锋，积极担当
作为，主动想方设法，为群
众 做 好 事 、办 实 事 、解 难
事。组织会员与群众结对，
帮助完善创业思路，提供实
用农副业技术、项目等方面
的帮扶，巩固脱贫成果，不
断增加收入。

梁垛镇老促会开展

“一行三比”活动

记者 刘进涛 通讯员 武桂成

2 月 11 日（大年三十）上午
八时许，时堰镇五星村文化大
礼堂里锣鼓声、歌舞声此起彼
伏。全村近 200 名老人来到这
里，笑容满面地接过市优秀共
产党员、东台好人、无锡仁智不
锈钢制管有限公司总经理、五
星村村民伍祥东派发的红包。
据五星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刘明勇介绍，当日伍祥东

共向村里 262 名 70 岁以上老人
派发红包总计 141500 元，这已
是他连续 11 年给老人们发红
包了。

20 多年前，伍祥东到无锡
销售不锈钢产品，由于经营有
方，事业小有成就。创业致富
后，他不忘乡亲，20年来先后捐
资给村里建桥、修路，新建村卫
生室、公厕、老年活动中心、文化
大礼堂、停车场，还资助困难家
庭，帮助老年人投意外伤害保险

……捐资总额达310多万元。
他的无私奉献改变了五星

村的村庄环境和出行条件，村
民们的幸福指数也得到提升，
大家由衷地感谢他办的一件件
实事，村里老人们亲切地称赞
伍祥东为“好儿子”。

春节给村里的老人发红包，
是伍祥东 2010 年决定并实施
的。每到年前，他便请村里对
全村 70岁以上老人进行调查摸
底、登记造册，确保一个不漏。

11年来，每年大年三十，伍祥东
处理完生意上的事情后，都会
雷打不动地从无锡赶回五星
村，把老人集中起来，汇报自己
一年来的工作成绩，然后一个
个地给老人们派发红包。今
年，伍祥东给 70 岁以上老人每
人发放现金 500 元，对 13 名 90
岁以上老人每人发放 1000 元，
对 8 户因生病家庭困难的每户
送上 500元，还向村老龄委捐赠
活动经费 2000 元。

致富不忘初心致富不忘初心 深情回报家乡深情回报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