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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建华甸庙，后有华甸
桥”之说中的道教华甸庙，至今
已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
曾经被毁于一旦。2016 年，华
甸庙经大范围修缮，重建玉皇
殿，今年 11月 25日（农历十月
初八）华甸庙即将举行落成庆典
迎祥祈福大法会。目前，庙宇占
地约 2000 平方米，是开发区主
要道教场所之一。

古庙曾是清朝名刹 祥
和瑞蔼令人遐思

据华甸庙负责人夏元良介
绍，华甸庙乃南岳大帝崇黑虎巡
视驻跸的祁山行宫。

崇黑虎是殷商帝辛（纣王）
时期(公元前十世纪)的诸侯（曹
州）后迁北伯侯。当年，周武王
姬发联合天下八百诸侯在孟津会
盟讨伐殷纣，崇黑虎是最坚定的
同盟者，在渑池战役中阵亡。经
过九年的武装斗争，武王十一年
十一月，攻陷殷都朝歌（今河南
安阳小屯村），纣王自焚，殷亡。

周武王第二年称帝，尊崇黑
虎为南岳衡山司天昭圣大帝，崇
黑虎生前政绩斐然，有志济民，

故子民到处树碑建庙，以示缅
怀。

而华甸庙的传说，则始于南
宋景定年间（宋理宗年号，公元
1260~1264），与通泰桥 （华甸
桥）属同一时间，亦有“先建华
甸庙，后有华甸桥”之说，世代
相传，原庙建于祁山（疑今乌龟
山）。根据村中老人口述，华甸
庙又名光惠庙。

清朝时，华甸庙是太平天国
洪秀全等人在此地的联络场所，
后被清廷发现，遭焚烧破坏。当
时，有一眭姓翰林大学士，见此
情形不忍，用稻草结绳将主神南
岳大帝神像背至华甸村东侧，即
现址处。

清 光 绪 年 间 （公 元 1897
年），在现址建庙，颇具规模，
殿宇两进各五大间，两厢有耳
房，殿外有戏楼。山门与华甸桥
近在咫尺，有一对雄狮拱宸，是
丹阳古庙之一。

令人津津乐道的是，每年农
历三月十一，华甸庙均四社赛过
节，家家来亲友，九曲河百舸争
流，华甸庙千商云集，仕女比肩
接踵，儿童欢跳取乐，祥和瑞
蔼，流连忘返，令人遐思。

三段趣闻平添古庙神
韵

据华甸村吕胜麟老人口述，
华甸庙曾有老九曲河、乌龟山、
灵狮等趣闻。传言老九曲河开拓
于秦朝时期，秦始皇在外巡视至
丹阳境，李斯堪舆风水告知始皇
此地乃龙气之地，必出真龙天
子。始皇听到后为保嬴氏子孙江
山永固，便听从李斯建议要将龙
脉迁走，即派大员从丹徒境遣三
千囚犯为苦工开挖河渠。河道开
挖数日，每天开挖的土壤到第二
天便恢复原样，工程停滞，李斯
见此，便吩咐苦工们将开挖工具
连夜嵌入河道中，至第二日地上
血迹遍地，龙身被破，由此将龙
地迁走，开拓出一条九曲十八弯
的九曲河。

华甸庙东侧有一乌龟山，山
上原有一公一母两只赑屃。当
年，眭翰林为守母孝在此结庐搭
棚，守孝三年。这两只赑屃修炼
多年成精，公赑屃成精后，因多
次调戏良家母女被玉皇大帝得
晓，玉皇大帝派雷公缉拿，公赑

屃遭雷公雷击，身首异处，赑屃

无头后仍往乌龟山爬去，至今可

看到他的首尾分离有 200 米之
余。

而关于灵狮的佳话，则更加
在当地村民中广为流传。话说原
庙戏楼前有一对石狮，相传古时
访仙有一蒋姓善妇乘船携灵狮路
过庙前九曲河，船行至此处便搁
浅不行，善妇便对灵狮说“原来
你们是想在此落脚安家，便成全
你们”，语毕，船便可活动如
初，于是村民便将此对灵狮抬上
岸，敬灵狮于戏楼前。

如今，华甸庙、玄龟、灵狮
均为百年以上建筑，属国家保护
文物。

历经风雨古庙被毁 传
承遗产募款重建

随着时代变迁，华甸庙几经
损毁和修缮。1938 年，日寇侵
华，寺庙毁于一旦，仅存殿后五
间空房。至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
政府又重新修缮，但未塑菩萨泥
身，仅在墙壁上绘了大帝彩像。

1949 年以后，空房做了粮
库，后又改做粮食加工场。因多
年失修，寺院破败圮芟，断垣残
壁，堪称“寺开南门阙，嗟峨望

衡山”。
辛巳年二月，华甸村史沛英

女士等人首倡集资修缮，吕朝喜
先生大力支持，村民拥护。起步
艰难时，得到了刘正才先生大力
襄助，并垫资两千元修路；危屋
修缮，他人却步，惟史金发先生
勇修于既倒；夏金娣等几位古稀
老人拖着板车沿村收集材料，为
修庙添砖加瓦；马风鸣先生为塑
神像殚精竭虑；束川凤、马明
显、张锡妹等人慷慨乐助，史德
福先生为庙塑匾立联题字。后由
社区牵头，华川海先生协调，经
市领导批复，华甸庙在市统战部
宗教局备案，成为合法的宗教活
动场所。

为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
产，2016 年，华甸庙又经大范
围修缮，重建玉皇殿；今年重阳
节当日，华甸庙举办了首届敬老
活动，和华甸社区共同出资为
131名70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午
餐；本月 25 日 （农历十月初
八），华甸庙还将举行落成庆典
迎祥祈福大法会。

（蒋晓明 蒋玉）

华甸千年道教古庙：被毁79年后重新修缮
本月25日将举行落成庆典迎祥祈福大法会

本报讯 日前，为进一步加
强眼镜城各商家的消防意识，提
高消防自救能力，眼镜城市场办
联合开发区专职消防队开展了消
防安全演练活动。眼镜城市场
办、物业公司全体员工以及部分
商户员工参加了演习。

当天上午8点45分，演练正
式开始，演练模拟眼镜城大楼因
故障发生火灾，现场烟雾弥漫，
眼镜城的工作人员在发现“火
情”后，立即通知消防部门并组
织人员有序撤离。伴随消防警报
声响起，参与演练的员工在物业
管理人员的带领下，弯腰躬身，
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紧张有序地
沿着指定路线迅速疏散，不到两
分钟撤离至广场安全地带。此
外，在消防人员到来之前，眼镜
城工作人员还及时利用消防水枪
喷水，对大楼火势进行压制。开

发区专职消防队接警后，迅速赶
到现场对被困人员进行疏散救
援。与此同时，其他消防队员利
用水枪对整栋大楼进行喷水降
温，短短10分钟后，“火情”得
到了有效控制。

消防演练结束后，市消防中
队的队员们还为现场所有参与演
习的人员详细讲解了一系列消防
安全知识，并指导员工如何使用
灭火器，帮助他们熟练掌握灭火
器等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部分
参与演习的商户表示，整个演习
过程组织严密、操作规范，既让
他们熟悉了发生火灾后扑救、疏
散、救生等方法，又增长了相关
的防火、灭火知识，提高了自身
处置消防突发事件的能力，是一
场生动实用的消防课。

（罗玲 丽娜）

连日来，为进一步增强社区
“诚信为本、服务居民”意识，加快
推进“诚信社区”建设，嘉荟新城
社区将开展系列诚信活动，逐步
建立“诚信社区”特色品牌。

走进嘉荟新城二期商业街，
两户诚信经营示范商户的招牌赫
然在目。社区居民眭守国告诉记
者，这两家店铺一家是超市，一家
是药房，都是他平时经常光顾
的。“这个药店不仅专业，服务态
度也好。旁边那家超市也很有商
业道德，堪称诚信商户。”眭守国
表示，一次，他在这家超市购买香
烟时，不慎掉了几百块，多亏了店
家及时提醒，才让他免受损失。

“几百块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小数
目啊，太感谢了。要不是店家的
提醒，我都没意识到丢钱了。”眭
守国还告诉记者，之前一个小伙
子也在超市买东西时丢了钱，等
小伙子下次来超市时，拾金不昧

的店家主动把钱还给了小伙子，
用行动践行诚信。

据悉，这两户诚信经营示范
商户的评选是社区通过多方考核
和实地调查决定的，今后，社区还
将扩大商户评比范围，鼓励更多
的商户和居民关注和参与诚信文
化的宣传。与此同时，社区还将
运用“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遵德守礼提示牌等形式，广泛宣
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点宣
传诚信理念；开设“诚信讲堂”，邀
请专家学者进社区普及信用知
识，并面向未成年人开展系统化
诚信教育；设置“诚信红黑榜”，常
态化发布守信、失信正反两个方
面的典型事例；营造面貌优美、秩
序优良的社区环境，确保无乱抛
乱洒、乱搭乱建、乱停乱放等现
象。

（蒋东海 蒋玉）

为丰富社区居民业余文化生
活，增强居民体质，加强居民间相
互交流，近日，练湖新城举办第二
届乒乓球比赛。

据悉，每年举办乒乓球比赛
已成为该社区的一个保留项目。
经过上午的预赛以及下午的决
赛，比赛分别决出了老年组及青
年组的冠、亚、季军，社区还为获
奖者颁发了证书。

（张凤鸣 丽娜 摄）

本报讯 15 日，练湖幼儿
园迎来了 200余名大班幼儿的
爷爷奶奶，他们相聚在学校多
功能教室，参加由开发区妇联
组织的“隔代亲”祖辈课堂活
动。

据了解，本次祖辈课堂以
“幼小衔接”为主题，邀请丹阳
市实验小学教科室主任尹明旨
老师进行授课。通过尹老师的
讲解，家长们了解到幼儿园与

小学在学习内容、生活节奏、生
活环境等方面的区别，明确了
家长在幼小衔接环节应该担任
的职责，认识到应该从心理、能
力、生活、行为习惯上为孩子做
好小学入学的准备。讲座中，
尹老师娓娓道来，祖辈家长们
感同身受，连连点头，会场不时
响起阵阵掌声。活动结束，祖
辈家长们纷纷表示大有收获，
将更好地配合幼儿园，帮助孩

子顺利完成由幼儿园到小学的
过渡。

此次祖辈课堂的开展，不
仅让祖辈们学习到科学的教育
理念，提升了祖辈家长隔代教
养的水平，还增进了祖辈家长
之间、家园之间的沟通，提高了
家园共育的一致性，有利于更
好地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张凤鸣 丽娜）

为弘扬传统文化，宣传诚
信社区理念，近日，史巷社区邀
请戏剧文化演出团队走进社
区，让居民感受传统戏曲艺术
的魅力、感受诚信社区的浓厚
氛围。

台上演员倾情演绎，台下
观众尽情欣赏。演出结束后，
一些对戏剧不太了解的社区居
民表示大开眼界，连跟着演出
队伍“走”的老戏迷也连声赞叹
表演专业，还有很多观众意犹
未尽，纷纷来到后台询问剧团
的演员们什么时候再来，精彩
的演出还没看够。

据悉，下一步，史巷社区将
继续策划引进更多传统文化，

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让
社区群众“人人参与，人人受
益”，从而在参与中密切邻里关

系，提高文化道德素养，共建美
好诚信家园。

（陈志然 蒋玉 文/摄）

嘉荟新城加快
建设“诚信社区”

眼镜城举行消防演练

史巷以文化人打造“诚信社区”

练湖新城举办第二届乒乓球比赛

“隔代亲”祖辈课堂来了一群“银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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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将失地农民保
障政策落到实处，切实提高失
地农民的生活待遇，近日，开
发区召开失地社会保障工作
会，并将相关政策内容向社会
公开。为让相关失地农民对相
应社保政策有更加清晰的解
读，16 日上午，记者来到开发
区劳动所，就失地农民较为关
心或疑惑的问题向有关负责人
进行询问，开发区劳动所也通
过具体案例进行了解析。

问题一：已经参保缴
费的小年龄段人员如何补
偿？

案例：小王在2015年12月
26日的时候是28岁，并且单位
已经为自己参加并交纳了4年的
企业保险，那么该人员应该如
何补偿？

部门解析：可以从小王 16
周岁起，扣除已缴费的4年为其
补缴期间未缴纳的企业保险共8
年，剩余的个人账户资金可用
于小王的企保后续缴费，续保
缴费一年按我市当年灵活就业
人员年缴费标准返还，个人账
户资金用完后，终止历年统筹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关系，缴
费不足部分由个人解决。

此外，也可选择不前补，
自行续保缴费，续保缴费一年
按我市当年灵活就业人员年缴
费标准返还，个人账户资金用
完后，终止历年统筹被征地农
民社会保障关系。

问题二：从未参保缴费
的小年龄段人员如何补偿？

案例：小王在2015年12月
26日的时候是28岁，并且从未
参加过企业保险，那么该人员
应该如何补偿？

部门解析：可以从小王 16
周岁起为其补缴期间未缴纳的

企保共 12年，剩余的个人账户
资金可用于小王的企保后续缴
费，续保缴费一年按我市当年
灵活就业人员年缴费标准返
还，个人账户资金用完后，终
止历年统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
障关系，缴费不足部分由个人
解决。

此外，也可选择不前补，
自行续保缴费，续保缴费一年
按我市当年灵活就业人员年缴
费标准返还，个人账户资金用
完后，终止历年统筹被征地农
民社会保障关系。

问题三：有缴费但未
满15年的大龄男性如何补
偿？

案例：老张 （男） 在 2015
年12月26日的时候是50岁，并
且自己已经参加并交纳了 10 年
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那
么该人员应该如何补偿？

部门解析：根据前补年限
加上已参保缴费年限不得超过
15 年的规定，扣除其已经参加
并交纳的 10年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本次可以为老张补缴5
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保
证其缴费年限满足 15年，剩余
的个人账户资金余额经本人申
请可一次性返还给其本人，并
终止历年统筹被征地农民社会
保障关系，市财政将在3年内将
个人分账户余额返还到位。

此外，也可选择不前补，
自行续保缴费，续保缴费一年
按我市当年灵活就业人员年缴
费标准返还，待累计缴费年限
达 15年，个人账户仍有余额的
可申请一次性领取，终止历年
统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关
系，市财政将在3年内将资金返
还到位。

问题四：已缴费满15
年的大龄男性如何补偿？

案例：老张 （男） 在 2015

年12月26日的时候是50岁，并
且自己已经参加并交纳了 15 年
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了，
那么该人员应该如何补偿？

部门解析：老张可以申请
一次性领取本次筹集的个人分
账户资金，终止历年统筹被征
地农民社会保障关系，市财政
将在3年内将资金返还到位。

问题五：从未参保缴
费的大龄男性如何补偿？

案例：老张 （男） 在 2015
年12月26日的时候是50岁，并
且自己没有参加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那么该人员应该如
何补偿？

部门解析：可以为老张一
次性补缴 15年企业保险，保证
其满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退休最低缴费年限，终止历年
统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关系。

问题六：已参保但未满
15年的大龄女性如何补偿？

案例：老李 （女） 在 2015

年12月26日的时候是45岁，原
法定退休年龄为 50 周岁，并且
自己已经参加并交纳了 10 年的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那么
该人员应该如何补偿？

部门解析：2007年 9月 1日
前参加企保的法定退休年龄现
在仍为 50周岁的女性，临近退
休且能满足 15年的企保最低缴
费年限的，建议其选择不前
补。（若选择前补，则退休年龄
需后延至 55周岁）其个人账户
资金可用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后续缴费，续保缴费一年
按我市当年灵活就业人员年缴
费标准返还，待其退休时个人
账户资金仍有剩余的，可申请
一次性领取，市财政将在3年内
将资金返还到位。

问题七：从未参保缴
费的大龄女性如何补偿？

案例：老李 （女） 在 2015
年12月26日的时候是45岁，并
且从未参加过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那么该人员应该如何
补偿？

部门解析：可以为老李一
次性补缴 15年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保证其满足企保退休
最低缴费年限。

问题八：已参保但未满
15年，法定退休年龄段为
50周岁的大龄女性如何补
偿？

案例：老李 （女） 在 2015
年12月26日的时候是48岁，原
法定退休年龄为 50 周岁，并且
自己已经参加并交纳了5年的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那么该
人员应该如何补偿？

部门解析：原法定退休年
龄为 50周岁的女性，因其缴费
年限不足 15年后延至 55岁后仍
不足 15 年的，建议其选择前
补。老李可以补缴 10年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保证其满足
15 年的企保退休最低缴费年
限，个人账户有余额可申请一
次性领取，终止历年统筹被征
地农民社会保障关系，市财政
将在3年内将资金返还到位。

（开宣 丽娜）

领悟精神内涵 发力助推发展
——开发区基层干群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

为让党的十九大精神走进每
一位群众的心坎儿里，近日，嘉荟
新城社区党委充分发挥当地“文
化广场”的辐射功能和教育功能，
将十九大精神以老百姓容易接受
的图文等形式，充分利用“文化广
场”这一平台，把十九大精神及时

传递到广大农村党员群众中。
“原先空荡荡的休闲广场变

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一景’。每
天茶余饭后，大伙来这里休闲时，
一抬眼就能看到宣传十九大精神
的相关内容，这种潜移默化的宣
传方式特别好。”对于社区近来发

生的新变化，社区居民纷纷点赞。
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社区将增加在广场、楼道、道路
等场所的布点，促使学习贯彻十
九大精神的横幅、标语、宣传栏、
海报遍布街头，营造出浓厚的宣
传氛围。（开宣 蒋玉）

高楼社区党委在“主题党
日”活动日期间，用大家听得懂
的实在话，向辖区党员群众传达
了党的十九大精神。

社区党委书记丁金平表示，
今后社区将结合工作实际，把十
九大的新要求落实在行动上，做
到真抓、实抓，抓细、抓实。

“过去五年里，我们国家飞
跃发展，我们的生活水平也日益
提高。社区党委和政府，时时刻

刻都在想方设法帮助群众解决
各类生活困难。通过文明城市
创建，我们的路灯亮了、下水道
通畅了、马路铺好了……每逢节
假日还会有文艺演出、趣味运动
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极大地提
高了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水
平。相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
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幸福。”一位
家住孔家村的村民如是说。

（彭秋忠 蒋玉）

连日来，开发区各基层单位创新宣讲形式和学习方
式，持续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全区党员干
部群众纷纷通过上党课、听宣讲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说心
得谈体会，真正让党的十九大精神入脑入心。

日前，联观村召开“两委”干
部会议，学习传达党的十九大精
神，部署贯彻相关工作，提出要把
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到实际工作
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推动农村经
济持续发展，从而提升群众的生

活品质。
“我们要结合报告里面的重

要内容，学懂它，然后结合我们社
区自己的内容，谋划分析下来怎
么做。”联观村党总支书记邵金风
表示，党的十九大制定的新任务、

新目标中，特别关注群众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我们基层干部就要
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扎扎实实
为村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开宣 蒋玉）

高楼社区：
将十九大精神落实到服务群众中

嘉荟新城社区：“文化广场”宣传十九大精神

联观村：以十九大精神指引为民办实事

开发区失地农民社保政策解析

认真贯彻保障政策 维护失地农民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