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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蒋玉 丽娜
通讯员 余聪）冬去春来，又是
一年学雷锋日。弘扬雷锋精
神，又一次在河阳村绽放。

5日中午12点半，河阳学校
联合河阳村委会举行了学雷锋
活动。同学们身着校服，在校
旗、团旗、队旗的引领下，排
着整齐的队伍向着河阳村欢快
地走来。

一来到河阳村，同学们便
在老师的带领下兴致勃勃地投
入到清扫河阳村雷锋路的活动
中，他们认真仔细地拣除废纸
塑料袋、拔除杂草、扫除垃
圾，净化、美化了村庄环境。

“举办这次活动，旨在让学生深
入村居，感受课外实践活动的
巨大魅力，锤炼学生的劳动能
力，培养他们热爱劳动的感

情。”河阳学校的教师表示，目
前，学生大多是家里的独生子
女，父母都舍不得孩子动手劳
动，这是教育中实际存在的薄
弱环节，要想培养出合格的社
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就必须练
就吃苦耐劳的品格。

同时，另一部分学生则在
学校与村委会负责人的带领
下，来到中河阳村的五保聋哑

老人殷桂青家中，向她送去了
河阳学校师生的关怀。同学们
祝愿老人能健健康康、快快乐
乐地安度晚年。老人也通过她
的表情和肢体语言，表达了对
河阳学校师生的感谢。之后，
一行人又来到前河阳村贫困老
人刘金松家中，为老人打扫了
卫生。学校的善举也让老人十
分感动，他感谢大家对自己的

关心，同时希望孩子们能快乐
健康地成长。

“清扫道路垃圾，我们懂
得了劳动的意义；看望贫困老
人，知道了这个社会还有需要
帮助的人。”活动结束后，同学
们纷纷表示，此次“走到户外
学雷锋”活动让他们得到了实
实在在的教育，受益匪浅。

雷锋在心中 校村在行动

3月5日是“学雷锋”纪念日，为弘扬雷锋精神与志愿服务精神，
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当天，开发区镇南村组织村里有修理技术的志
愿者，在集镇铺下村为辖区内有需要的村民进行免费修家电服务。

（记者 丽娜 通讯员 邵旭红 摄）

镇南村开展“学雷锋”志愿活动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张韦）为传承雷锋精神，5日
下午，联观村组织辖区志愿者、
村组干部来到 312 国道旁开展

“学雷锋”义务清扫活动。
一大早，志愿者与村组干部

们便拿着扫帚、铁锹来到 312国
道旁，义务清扫了路边绿化带中

的垃圾、公共卫生死角与路面上
的白色垃圾及建筑垃圾。志愿
清扫 3 小时后，312 国道旁绿化
带干净整洁，面貌焕然一新。大
家还表示今后将继续参与到社
区的各类志愿活动中来，从劳动
中获取快乐，把雷锋精神传递给
更多人。

联观村开展“学雷锋”志愿清扫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吴秋霞）为庆祝一年一度的

“三八”妇女节，弘扬和践行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节日前
夕，贺巷社区特邀上海中医院医
生来社区开展庆“三八”中医义
诊活动。

义诊现场，义诊医生不仅给
前来咨询的居民耐心讲解，根据
实际情况分别给予他们合理膳

食、合理用药的建议，还热情地
为他们测量血压。“这样的义诊
活动很好，平时以为没事也不重
视的问题原来都是健康隐患。”
50多岁的吴春芬因为平日抱孙
子，肩膀总是不舒服，今天正好
碰到义诊，医生为她现场推拿、
号脉并告知她日常保健方法和
注意事项，吴春芬顿时觉得轻松
不少，连连称赞。

贺巷社区开展庆“三八”中医义诊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蒋秀枫）为迎接元宵节的到
来，营造浓浓的节日气氛，3月
2日下午，史巷社区在信达·香
缇国际小区内开展了“玉犬春
意闹，元宵万家圆”活动，现场
手工制作糖葫芦、元宵，与社区
居民共同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
元宵佳节。

在手工制作元宵现场，最
初是社区的阿姨们先忙活起
来，随后在场的年轻人们被现
场热闹的气氛吸引了，也纷纷
加入其中。有揉面团的，有放
馅料的，还有搓汤圆的，大家分
工明确、配合默契，忙得不亦乐
乎。没过多久，一个个五颜六
色的汤圆就在大家灵巧的双手
中完美呈现。虽然大家做的元
宵形状不同，但是在做的过程

中互相交流，增加了彼此之间
的了解，拉近了邻里亲情。

而在另一边，手工制作糖
葫芦也吸引了许多居民驻足观
看，从串山楂、浇糖水、裹米纸，
一步步下来，不仅勾起了现场

不少成年居民的童年记忆，也
使得一旁的孩子纷纷拉着大人
的手说要在家里自己做着吃。
活动现场充满了欢声笑语，大
家都沉浸在元宵佳节的浓浓暖
意中。

史巷社区：今年的元宵别样圆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张凤鸣）为突出传统节日特
色，繁荣社区文化事业，3 月 2
日，练湖新城社区举办了“闹元
宵 猜灯谜”活动。

活动现场，350条谜语分别
被悬挂在社区精心搭建的活动
帐篷内，一眼看去满是喜庆的红
色。前来猜灯谜的居民络绎不
绝，他们有的低着头，嘴里小声
念叨着谜面；有的喊来亲朋好
友，齐心协力猜谜底。不一会
儿，一个个灯谜被竞相猜出。为
积极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增添节
日气氛，社区工作人员还为猜出
灯谜的居民准备了小灯笼、汤圆
等与节日相关的小奖品。

据了解，本次“闹元宵 猜

灯谜”活动所准备的 350 条灯
谜内容涵盖广泛，难易结合。
活动不仅增添了居民过节的喜
庆氛围，也扩大了大家参与文

艺活动的空间，推动了社区节
日民俗活动的健康发展，在社
区营造了“同创和谐，与民同
乐”的欢乐氛围。

练湖新城社区闹元宵猜灯谜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李溶）为加强对孔明灯的安
全管理，消除火灾隐患，营造安
全、文明的节日环境，元宵节当
天，开发区城管局分别在吾悦广
场和新欣市场举行了以“禁止燃
放孔明灯 共创文明丹阳城”为
主题的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开发区城管局的
工作人员在广场设置了多块展
板，并向过往行人发放禁放孔明
灯的宣传手册，以图文并茂的宣
传方式，吸引来往行人驻足观
看、了解燃放孔明灯所带来的危
害以及近几年来由于燃放孔明
灯所造成的安全事故。

此外，当天晚上，开发区城
管局还组织了50余名执法队员
分 6 组对市政府广场（新区公
园）、吾悦广场、城头山、东方路

延伸段、大运河沿线等区域开展
了禁止燃放孔明灯夜间巡查工
作。“孔明灯属高空明火飞行物，
内置燃料多采用油料制品，灯罩
外层也多采用易燃油纸，放飞后
随风而飘，可以持续燃烧长达30
分钟 以 上 ，火 焰 温 度 可 达
300℃，不易熄灭，处于不可控
状态，安全隐患巨大。”据巡查
小组负责人介绍，未熄灭的孔

明灯在飘飞过程中一旦挂在树
枝、电线、通讯设施上，就有可
能引发火灾。如果燃烧的孔明
灯掉落在油气站、电厂、化工
厂、山林等易燃易爆区，后果更
是不堪设想。因此，此次城管
局着重加强了对孔明灯商贩的
管控，从源头制止孔明灯的销
售与放飞，确保元宵节期间安
全万无一失。

城管局元宵节严查孔明灯城管局元宵节严查孔明灯

记者 丽娜 摄

记者 丽娜 摄

记者 丽娜 摄
记者 丽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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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开轩）整齐的厂房、美丽的乡
村环境、严格的水环境治理……
为了让市党代表、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等充分感受到过去一年
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与
新一年发展的新动力，2月 28日
上午，开发区组织辖区内市党代
表、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等集体
视察了辖区内多个重点建设项
目。副市长、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黄俊杰陪同视察。

在生命科学产业园内，宽敞
的园区道路、标准化的厂房，让
参观代表们看到了开发区医药
产业发展的希望。“紧邻沪宁高
速公路丹阳西出入口的生命科
学产业园是开发区四大主导产
业集聚功能区之一，也是镇江市
重点规划建设的‘三集’特色园
区之一。经过三年多的开发建
设，园区基础建设投资累计超
300亿元，目前已吸引鱼跃医疗、
华洪中药、云阳药业和龙昌康复
机器人等多家企业入驻。”一番
讲解让前来参观的代表们纷纷
感叹：“不看不知道，看了才知道
这两年开发区的变化有多明
显。”企业代表、华厦文化有限公
司董事长任坚超表示，希望在大
力发展项目、助推实体经济增长
的同时，开发区领导班子能够督
促企业将环保放在首位，进一步
完善整体的开发与规划，把握住
每一次转型升级的发展机遇。

紧接着，参观代表们又先后
来到马陵村、精密制造产业园、
老九曲河等地现场察看了香海
琴枫农业项目、乐能公司“百亿
乐能”动力电池正极材料项目、
水环境治理情况。其中，位于开
发区马陵村孙巷村西的香海琴
枫农业项目总占地面积1050亩，
是以香草香花美化为主题的集

薰衣草综合开发、鲜特果品采
摘、高端婚纱摄影、东吴婚庆礼
仪文演以及生态观光休闲为一
体的农业文化旅游项目。目前
已初步建成了180亩薰衣草等香
草植物园、180 亩新品种果园、
100 亩特种水产养殖、垂钓、480
亩优质稻米以及景观绿化等特
色观光农业基地。“原先印象中
的马陵村经济基础较落后，这次
看了以后却大为改观。”开发区
组织人事局副局长、团工委书
记、党代表王晶一来到香海琴枫
农业项目基地便被吸引住了，除
了为马陵村积极立足自身自然
优势发展观光休闲产业点赞外，
对于开发区近年来的明显变化，
她也感触颇深。“我是泰州人，三
年多以前嫁到丹阳，然后来到开
发区工作，那会儿家里人还觉得
开发区有点偏，担心我上下班不
方便，可才短短的三年时间，不
仅吾悦商业中心在马路对面建
起，周边也是高楼林立，工作生
活都越来越便捷。”提起对今后
开发区发展的期待，王晶建议进
一步加强文化建设，提升区域文
化底蕴，“希望可以多建一些公
园、剧场与图书馆之类的公共服
务场所，让生活在此的市民茶余
饭后的生活更丰富”。

位于精密制造产业园的“百
亿乐能”动力电池正极材料项目
也是开发区重点项目之一。该
项目由江苏乐能电池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兴建，项目总占地 333
亩，总投资 32亿元，其中项目一
期投资 10 亿元，建筑总面积 12
万平方米，预计建成各类生产线
100条，形成年产 10万吨纳米磷
酸铁锂和高能三元动力电池正
极材料的生产能力，达产后可实
现年销售超 100亿元，预计纳税
超 4.5亿元。“不论是对于开发区

还是丹阳来说，能够引进像‘乐
能百亿’这样的尖端技术的项目
都是令人感到振奋的，这既说明
了企业家们对开发区这片土地
发展潜力的认可，也为今年开发
区勇创国家级开发区注入了一
剂‘强心针’。”听完“乐能百亿”
项目的详细介绍后，开发区老干
部支部书记裴树南信心满满地
说道。

最后，在老九曲河水环境治
理现场，听取了解了工程施工进
展。据了解，老九曲河整治工程
包括河道清淤、边坡搅拌桩加
固、新建挡土墙、桥梁拆除重建、
滚水坝拆除、新建节制闸等。除
老九曲河，开发区水环境生态综
合整治工程还包括晓墟河、三叉
河、大泊河、毛家河、湾河等，将
形成晓墟河景观廊道、毛家河景
观廊道为“两纵”，老九曲河景观
廊道、三叉河景观廊道、大泊河
景观廊道为“三横”，马塘桥公
园、华甸桥公园、大泊岗生态湿
地为“三点”的“两纵三横三点”
布局。该工程计划投资 4亿元，
分两年实施，目前河道的污水管
网铺设以及相配套的绿化工程
正按序时推进。“除了水环境整
治，这几年开发区在民生改善工
作中投入大、举措实，可谓真真
切切地提高了辖区居民的舒适
度与幸福感。”双庙社区党委书
记、党代表聂明达也参与了此次
视察活动，他表示，一个个项目
或整治工程看下来，大家从耳闻
到目睹，内心感受颇深。“就拿我
们辖区的迎春小区为例，经过去
年开发区政府出资整治，小区的
绿化、亮化、污水管网等各项基
础设施得到显著提升，760 余常
住居民无不拍手称赞。这也让
大家充满信心，全力配合支持今
后开发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节后复工春意浓节后复工春意浓
开发区组织党代表开发区组织党代表、、人大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集体视察政协委员等集体视察

代表们集体参观生命科学产业园

代表们听取“百亿乐能”动力电池正极材料项目介绍

水环境治理效果图 香海琴枫农业项目效果图


